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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乾坤二卦，卦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兩者皆為清華大學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源。勉勵學生自主奮發。

校訓

西山蒼蒼，東海茫茫，吾校莊嚴，巍然中央，

東西文化，薈萃一堂，大同爰躋，祖國以光。

莘莘學子來遠方，莘莘學子來遠方，

春風化雨樂未央，行健不息須自強。

自強，自強，行健不息須自強！

自強，自強，行健不息須自強！

左圖右史，鄴架巍巍，致知窮理，學古探微，

新舊合冶，殊途同歸，肴核仁義，聞道日肥。

服膺守善心無違，服膺守善心無違，

海能就下眾水歸，學問篤實生光輝。

光輝，光輝，學問篤實生光輝！

光輝，光輝，學問篤實生光輝！

器識為先，文藝其從；立德立言，無問西東

孰介紹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視，泱泱大風。

水木清華眾秀鍾，水木清華眾秀鍾，

萬悃如一矢以忠，赫赫吾校名無窮。

無窮，無窮，赫赫吾校名無窮！

無窮，無窮，赫赫吾校名無窮！

校歌

《清華情歌》

懷念那年夏天　清華園中　你的身影

是成功湖畔的　一朵美麗

也許明朝分離　清華園中　沒有了你

是美麗回憶中　一場唏噓

而我為誰傷悲　而我為誰憔悴

而我又是為誰在風城夜夜苦纏戀

只願為你沉醉　只願為你心碎

只願有天能與你相會在清華園

《坐在清華看星星》

有一顆星 　照亮天際　它閃爍在你我的心底

眼前的你是如此美麗　像星星　放光明

有一顆星　叫做默契　讓陌生的你我變熟悉

也許有天你我分兩地　它依然　照亮我們的回憶

我倆坐在清華看星星　看它放光明

我看你的眼睛　 也如此亮麗

我倆坐在清華看星星　心願默默許

願有一天 　我倆能再坐著看星星

《相思湖的水》

陽光照在相思湖的水啊　愁啊愁

年少的愁　散落在清華的秋

春風吹過相思湖的水啊　夢啊夢

未來的夢　迴盪在清華天空

相思湖的水啊　不停不停流

年輕的歲月啊　不停不停走

生命中的人啊　不停不停過

深記每一刻　真心的感動

清華人唱清華情歌
清華情歌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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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賀陳弘博士

President	

Prof.	Hong	Hocheng

「不要覺得自己和別人不同，因為

你們是一樣的；	

不要覺得自己和別人相同，因為每

個人都是獨特的。」

										－	一位清華師長的話。

副校長	陳信文	教授

Senior	Vice	President	

Prof.	Sinn-Wen	Chen

副校長	戴念華	教授

Senior	Vice	President	

Prof.	Nyan-Hwa	Tai

副校長	信世昌	教授

Senior Vice President
Prof.  Shih-Chang Hsin

副校長	呂平江	教授

Senior	Vice	President

Prof.	Ping-Chiang	Lyu

副校長	林聖芬	教授

(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

Senior	Vice	President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Prof.	Sheng-Fe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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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秘書		金仲達		教授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of Staff
Prof. Chung-Ta King

代理教務長		戴念華	教授

Acting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Prof. Nyan-Hwa Tai 

學務長		王俊程	教授

Vice President for Student Affairs
Prof. Jyun-Cheng Wang

總務長	顏東勇	教授

Vice President for General Affairs
Prof. Dung-Yung Yan

研發長	曾繁根	教授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f. Fan-Gang Tseng

全球事務長	嚴大任	教授

Vice President for Global Affairs
Prof. Ta-Jen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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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系統	(Academic	Information	System)	為清大學生最常用的系統

之一，舉凡選課、各學期成績列表、校園網路申請、打工工時登錄等，皆可於

該系統完成。

系統網址：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

使用方式小提醒：

帳號部分輸入學號，密碼預設值：本國生為身分證字號 ( 英文字母大寫 )，非

本國生密碼為學號末 6 碼加生日之月日 4 碼，共十碼。

校務資訊系統中最常用的功能如下：

打工相關：助理登錄系統、工時登錄系統

網路相關：計通中心相關服務	→	網路系統組線上服務	( 校園 wifi、宿網申

請 )

課程相關：預排課程、選課、歷年成績列表、教學意見、校際與跨校選修

Website: Academic Information System/New Student Enrollment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 

Login: Student ID No. 
Password: Student ID No.(last 6 digits)+your birthday(MMDD)
Ex. your student ID is 110123456 your birthday: 0131(MMDD)
your default password is "1234560131"

校務資訊系統

學校提供兩套數位學習平臺，供教師與學生有一個突破距離與空間限制、達成

隨時學習目的的平臺。系統整合了各學期課程資訊，並提供線上作業繳交的功

能。除了授課教師可以方便上傳教材之外，亦提供討論區供修課學生與老師課

後溝通或討論，師生間不侷限於課堂互動。

敬請留意老師所選用的平臺及登入平臺後，請確認個人資料是否正確	 ( 特別

是電子郵件 ,	以免無法確實收到老師從線上平臺中所寄發的郵件 )。

eLearn 平臺網址	https://elearn.nthu.edu.tw

eeclass 平臺網址	https://eeclass.nthu.edu.tw

使用方式小提醒：

登入帳號可點「校務資訊系統」驗證 - 與「校務資訊系統」相同帳號密碼，即

可登入。

E-learning platforms

The school provides two E-learning platform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have a platform with no distance and space limitation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learning at any time. The system integrates course information for 
each semester and provides the function of submitting assignments online. 
Not only can the teachers upload their course materials easily, but there is 
also a discussion area for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communicate and 
discuss after clas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no longer limited to classroom 
interaction.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which platform the teacher uses and log in to 
the platform. Please check whether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correct 
(especially email, to prevent not receiving the emails sent by the teacher 
from the online platforms)
eLearn platform URL https://elearn.nthu.edu.tw
eeclass platform URL https://eeclass.nthu.edu.tw

User tips for foreign students:
Login with your account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cademic 
Information System.

數位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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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登入校務資訊系統後，至網路系統組線上服務申請電子郵件信箱或學生宿舍

網路認證帳號。

II. 進入【計算機通訊中心網站】→【網路系統組】→【學生宿舍網路】→【宿

網申請 / 異動】，輸入前一步驟所申請之電子郵件信箱或學生宿舍網路認證帳號。

III. 填妥申請表格，送出申請。紀錄下所屬：指定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預設

閘道、DNS 伺服器。申請更新時間為每日	 10:00	 與	 16:00，更新完成方能使用

網路，因此建議於使用前一天先行申請

IV. 最後進行電腦端設定，步驟為：設定→控制台→網路和共用中心→變更介面

卡設定→區域連線；對【區域連線】點選右鍵【內容】→網際網路通訊協定第 4

版 (TCP	/	IPv4)，輸入所屬之對應設定即完成。

Please visit Dormitory Network website for English:
https://net.nthu.edu.tw/netsys/en:dormnet

宿網申請
DORMITORY NETWORK

校園無線網路
WIRELESS NETWORK

使用校內 wifi 前，請先申請無線網路帳號；方式為：登入校務資訊系統	 →	 點

選左列下方計通中心相關服務	 →	 網路系統組線上服務→	 無線區域網路帳號，

填寫完整申請資料後，帳號 10 分鐘內可生效；利用申請時所設定的帳號及密碼，

便可在校園無線網路涵蓋範圍使用校內 wifi。校園內可供學生使用的 wifi 名稱

為：nthu-cc、nthupeap 或 TANetRoaming、eduroam，以及	nthu	+	系所單位

代碼等

Please visit Wireless Network website for English:
https://net.nthu.edu.tw/netsys/en:wireless

網路選課

由校務資訊系統進入選課系統。系統只會顯示系上在當學期所安排之必修、選修，

並不會自動選課；其它通識、校際選修與校定必修規定可參考課務組網頁，或從「校

務資訊系統」→「畢業審查」→「大學部畢業資格審查」中查看所需選修之科目。

選課前可利用校務資訊系統中「課程預排」先行規劃。

加退選：可針對未選到之課程進行加選。若欲選修之課程人限已滿，可在徵求授課

教師同意後進行加簽。請務必於截止日前做最後確認，以免發現漏加、漏退，空留

遺憾。

導師密碼：開學初各系會公布所屬導師，開學後，請與導師預約時間討論課程規劃，

並於加退選截止前，完成導師密碼輸入。若逾期未輸入，則會影響下學期選課權益，

請務必注意。

停修：加退選結束後若欲退選課程，可於期中辦理停修。停修後該科目雖不會列入

當學期總成績計算，然而仍會於中英文成績單成績欄記載「停修」，因此退選前請

三思。

更多關於選課資訊，請見課務組網頁。

網頁																Web page學生申訴辦法

本校為保障學生學習、生活及受教權益，增進校園和諧，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

四項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五條相關規定，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其目的在於建

立本校學生申訴制度，確保學生之權益。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

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辦法之規定，向學生申訴委員會提出申

訴。學生申訴時須填寫申訴書，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學號、系所及申訴之事

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救等，並應檢附有關資料。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students' learning, living and educational rights 
as well as to promote campus harmon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as 
established this guideline in accordance to University Law Article 33 Paragraph 
4 and Articles 25 of the NTHU Rules of Organization and established a Student 
Appeals Committee to handle students' appeals and protect students' rights.
Students, student councils or other autonomous student bodies can file an 
appeal to the school in accordance with school appeal regulations and other 
relevant regulations if they perceive that school penalties,other measures or 
decisions are inappropriate or illegal and infringe up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appeal should consist of name of the complainant/ Student / Faculty ID 
and provide specific facts and evidence as well as enclosing any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the complain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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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	Student Association

清大學生會 ( 以下以「本會」代稱 ) 是全校性的學生自治機構，扮演學生和學校間的

溝通橋樑，擔任各級會議的學生代表，從學生立場發聲、爭取及保障學生的權益。有

些時候，學生與校方對校園樣貌的想像或看法不盡相同，當這樣的落差出現時，本會

就會挺身而出與校方斡旋，我們絕對會盡全力努力維護學生的價值與權益。同時本會

也會舉辦全校性活動，如社團博覽會、藝文活動與專題講座等，豐富清華學生的校園

生活，讓求學歷程更加的多采多姿。總體來說，學生會是學生一起共創理想校園的單

位，我們努力以學生為主體，傾聽不同聲音、接納多元的看法。

Student Association is a school-wide student autonomy institution, bridg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school. By representing students to attend 
various sessions, we stand in students’ shoe, maintaining and fighting for students’ 
rights. In addition, we hold school-wide activities, for instance, club fairs, art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special lectures, enriching students’ school life.  Student 
Union is a unit for students to create an ideal campus together. founded for all the 
students in NTHU, listening to different voices, and accepting diverse views.

【學生會的組成】(Departments in Student Association)

學生會是一個公共性組織，如同標準的政府機構，實行三權分立制，學生會長代表著

行政部門，學生議會代表著立法部門，評議委員會代表著司法部門。嚴謹的制度代表

著，我們是一個具有公共性、代表全體學生的組織。學生會長下設有五個常設性行政

部門，分別執掌著不同的業務：

活動部：辦理各類學生會活動，如社團博覽會、大型藝文活動等。	

Activities Department: handle various student union activities, such as club fairs, 
large-scale art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etc.

財政部：負責本會之會計、出納、內部稽核及經費補助之申請，編列預算及決算。

Finance Department: responsible for the accounting, cashier, internal audit and fund 
subsidy appl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prepare the budget and final accounts.

秘書部：執行各類行政業務，處理正副會長交辦事項。

Secretary Department: deal with various administrative tasks and handle matters 
assigned by the chairman and deputy chairman.

公關部：負責本會對外關係，聲明與公開信，建立本會對外形象。

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responsible for the association’s external relations, 
statements and open letters, and establish the association’s  image.

學權部：負責規劃及執行學生權益相關之事務，爭取權益、改變不當制度等。

Student Rights Department: responsible for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affairs 
related to student rights, fighting for rights, changing improper systems, etc.

處理學生投訴：學生如有在學校遇到任何的疑難雜症，舉凡選課制度、校園網路、校

內交通、處分不公平等，都可以寫信至信箱或是直接連絡粉專，學生會將會盡快處理

並回覆。

Dealing with the Appeals form students: If you bump into, on campus, any difficulties 
in such as elective system, traffic problems (school bus) or unfair administrative 
sanction, please send an E-mail to Students’ Rights Department’s mailbox. We will 
cope with it and reply to you as soon as possible.

舉辦學生活動：舉辦各類活動，提供社團表現以及各別學生直接參與；並提供活動補

助，讓學生發起的計畫可以落實。

Creating room for students’ activities: We hold various activities for club performance 
and student attending. Moreover, we subsidize activities held by students. By doing 
so, we hope we can carry out the plans made by students.

出席各校級會議：學校的機關會議之中，決議各種關乎學生權益的大小政策，為維護

學生的權益，學生會中各學生代表會參加校級會議，為學生發聲，與校方斡旋。

Attending every session in school: The Authorities sessions in school resolve 
every policy related to students’ rights. To maintain and promote students’ rights, 
we attend almost every session in school. We Student Association speak out for 
students and negotiate with school.

【學生會的工作】
	 (Job description of Student Association)

【聯絡學生會】 (Contact us)

學生會辦公室：水木展演廳旁第二間會議室

學生會信箱：nthusa@gapp.nthu.edu.tw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nthusa/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nthu_sa/

Facebook	 											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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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流浪犬	Stray Dogs on Campus

在清大，經常可以看到狗狗悠閒地躺在樹蔭下乘涼，或跟著人群在校園中漫步。

許多學生稱牠們為校狗，但牠們其實是無飼主的校園流浪犬，簡稱校浪喔！因為

狗狗具有地域性，所以校浪能夠阻擋外來不穩定的狗，讓校內出現的犬隻盡量為

已打疫苗、已結紮且親人溫和的狗。

In TsingHua, you can often see stray dogs enjoying the shades and wandering 
around with the crowds. Some call them school dogs, while they are in fact 
strays on campus. Due to territoriality, those strays may block the unstable dogs 
outside of campus, allowing only vaccinated, neutered, and gentle stray dogs to 
remain on campus.

注意事項：

校浪平時由懷生社的同學與其他志工定點餵食，因此請同學們注意不要餵食狗狗。

尤其不能餵食人類的食物，這些太油、太鹹的食物會造成牠們身體的負擔。

不要在餐廳及室內餵狗，以維護環境衛生。

不要餵狗吃骨頭！骨頭碎片可能會刺穿體內的器官而造成大出血。

不要打擾正在睡覺或是進食的狗狗。

Notices:
1. Stray dogs on campus are fed regularly by Carelife Club members and 
volunteers. Therefore, please avoid feeding them. Especially please don’t feed 
any human food to them, as seasonings and greasiness may harm their health.
2. Do not feed strays indoor or in restaurants in order to maintain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3. Do not feed bones to strays! Fragments may pierce through the strays’ organs, 
causing major bleeding.
4. Do not disturb strays when they are sleeping or eating.

校浪們都相當友善，若有機會在校園遇到牠們，可以停下腳步與牠們玩耍噢！想

知道更多的校浪資訊，可以查詢懷生社粉專或懷生手冊。

The stray dogs on campus are quite friendly, please be welcomed to stop by and 
play with them when encountering them on campus. To know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tray dogs on campus, please check out the fan page of NTHU Carelife 
or the Carelife manual.

※ 當你遇到傷犬，或是見到狗狗有不當舉動時，請盡速聯絡懷生社！	 非緊急事

件，請盡量以粉專通報。

※When encountering a wounded or misbehaved stray dog, please contact 
NTHU Carelife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non-emergency contact, please reach us 
through our fan page.

粉絲專頁 Fan page：

清華大學關懷生命社 https://www.facebook.com/NthuCarelife/

緊急聯絡人 Emergency	contact：

社長 Director	/	呂冠滙	LU,	KUAN-HUI	0908900310

副社長 Vice	Director	/	周永秦	ZHOU,YUNG-CHIN	0963121568

醫療長 Head	of	Medical	Department	/	趙苡棋	ZHAO,YI-QI	092634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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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Office of Secretary

電話：03-5715131	#35075	#35081	#42626											傳真：03-5745473	

信箱：gencom@my.nthu.edu.tw	

網址：http://gencom.site.nthu.edu.tw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nthu.geec/

辦公室位置：行政大樓二樓 235 室	( 合勤演藝廳樓上 )	　	　　

為提升校園性別平權觀念，消除性別歧視，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及工作環境，

本校乃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防治法，成立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	　　

不論是遭到性別上的歧視、性霸凌、性騷擾，甚至是性侵害，只要你認為有類似

的情形發生，或者是有相關的問題讓你感到困擾時，都可向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求助，將會有專人提供全面性的諮詢與調查處理。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Committee (	隸屬 :	秘書處 )	

Facebook	 						性平事件諮詢表單

§	何謂性別歧視？	　　

基於個人生理性別 ( 生下來是 )、性傾向 ( 喜歡的是 )、性別特質 ( 看起來像 )

或性別認同 ( 覺得自己是 ) 之不同，而為之不合理差別待遇。

	

§	何謂性霸凌？	　　

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方式，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	何謂性騷擾？	　　

指未達性侵害程度，但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

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影響他人人格尊嚴，或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

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	 之條件，通稱「性

騷擾」。	

滙 * 構成要件：不受歡迎、違反意願、具有性的意涵、造成當事人的不愉快。	

滙 * 樣態如 :	 觸碰他人之胸部、臀部、腰部或性器官等，以及偷窺、偷拍、

不當追求、尾隨、跟蹤等均屬性平事件。

§	何謂性侵害？	　　

舉凡以違反當事人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或猥褻，通稱性侵害。其中加害人多

數是受害者熟識的人如朋友、親戚或情人。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刑法中有

更詳細之定義。	

§	相關規定

依據《國立清華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明訂以下有關

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注意事項，提醒同學們要懂得保護自己，也尊重他人。	

(1) 學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尊

重性別多元及個別差異 ( 第六條 )。

(2)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

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教師

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主管處理	 ( 第

七條 )。	

(3) 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

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 第八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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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3-5715131	轉 33109	

信箱：cirnthu@my.nthu.edu.tw	

網址：http://cir.site.nthu.edu.tw/

校務研究中心前身為學習評鑑中心，成立於 2011 年 8 月，是國內首度且

唯一結合「行政服務」與「學術研究」的大學單位。我們每年 6 月至 9

月進行「新生背景資料問卷」、「大學生學習經驗問卷 ( 大二問卷 )」，

以及「畢業生問卷」的調查，其中完成大學生學習經驗問卷 ( 大二問卷 )

者，就有機會參加抽獎獲得 Apple	 Watch 等電子產品等，歡迎同學們踴

躍填卷！

The Center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was previously known as the 
Center for Learning Assessment Service. Founded in August 2011, 
we are the first and only university unit in Taiwan that combined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with “academic research”. From June to 
September every year, we conduct surveys on “Demographics Survey”,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as well as “Graduating 
Students Learning Feedback Questionnaire”. Sophomores who fill out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win prizes like Apple Watch and more. Don’t forget to fill out the 
questionnaire!

校務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	隸屬 :	秘書處 )	

網頁                  Web page

教務處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課務組	Division of Curriculum  	( 隸屬 :	教務處 )	

電話：03-5712625	

信箱：curricul@my.nthu.edu.tw	

網址：http://curricul.web.nthu.edu.tw	

( 課程均公告在課務組網站 )

* 課程或選課相關問題，歡迎向課務組詢問 *

	　　

開學時很多同學會忙著往課務組跑，因為加簽單、校際選修申請單等都要繳交至

此，手續才算完成；另外，學期末時，課務組會寄信請大家到校務資訊系統填寫

教學意見調查	 ( 採匿名填寫，所以不用擔心被教授記名字 )。這攸關到學習的品

質與成效，而且，填寫完成後可以到課務組領取一份精美小禮物，大家要踴躍填

寫喔！	

其他課程或選課相關問題，歡迎向課務組詢問

選課小撇步：選課事關下學期成績好壞、修課輕鬆與否，因此建議大家多參考校

務資訊系統裡頭的人數統計表及課堂限制，做好選課風險評估，以免發生憾事

限時專送	網路選課

由校務資訊系統進入選課系統。系統只會顯示系上在當學期所安排之必修、選修，

並不會自動選課；其他通識、校際選修與校定必修規定可參考課務組網頁，或從

「校務資訊系統」→「畢業審查」→「大學部畢業資格審查」中查看所需選修之

科目。選課前可利用校務資訊系統中「課程預排」先行規劃

加退選：可針對未選到之課程進行加退選。若欲選修之課程人限已滿，可在徵求

授課教師同意後進行加簽。請務必於截止日前做最後確認，以免發現漏加、漏退，

空留遺憾

導師密碼：開學初各系會公布所屬導師，開學後，請與導師預約時間討論課程規

劃，並於加退選截止前，完成導師密碼輸入。若逾期未輸入，則會影響下次選課

權益，請務必注意

停修：加退選結束後若欲退選課程，可於期中辦理停修。停修後該科目雖不會列

入當學期總成績計算，然而仍會於中英文成績單成績欄記載「停修」，因此退選

前請三思

更多關於選課資訊，請見課務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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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	Division of Registration  	( 隸屬 :	教務處 )	

電話：03-5712334	

信箱：registra@my.nthu.edu.tw	

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	　

　

只要學籍、學分、成績、修業年限等有任何疑問，歡迎來註冊組洽詢，例如：	

(1) 更名、更改戶籍住址、申請中英文在學證明、成績單、排名或因故需辦理休退學。	

(2) 入學前曾取得學分之課程要進行學分抵免。	

(3) 想修讀雙主修、輔系或申請轉系。	

(4) 欲瞭解修業年限及畢業學分數等。

詳細訊息皆可在註冊組網頁瀏覽查詢，歡迎多加利用 !

	 	 				教學發展中心	
The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Development  	( 隸屬 :	教務處 )	

電話：03-5716200	

信箱：ctld@my.nthu.edu.tw	

網址：http://ctld.nthu.edu.tw	

地點：校本部行政大樓 205、230 室

線上課程《＃學習新趨勢	＃自學必看	＃免費課程	＃ NTHU	MOOCs	＃ NTHU	OCW》

磨課師課程：提供線上完整教育體驗，並輔以線上輔導、互動學習及評量機制，

為喜歡達成成就、證明實力的你獨家設計！

開放式課程：豐富的線上自學資源，透過實體課程隨堂錄影，給想體驗如入實

境臨場感的你一個最佳選擇！

課業輔導《＃免費諮詢	＃ NTHU 課業輔導》

基礎科目課輔：週一至週四晚上 6:30~9:30 提供課業諮詢服務，免預約，直接

前往諮詢即可。（校本部圖書館 R203、R204 討論室）

學習課業輔導：經系主任或授課老師評估並協助提出申請，提供個別化之學習

諮詢。

學生讀書會《＃補助最高 10,000 元	＃獎金最高 5,000 元》

號召三五好友，選本好書，共組讀書會，提升你的學術涵養，打造你的文青風

格，享受一起閱讀的樂趣，為自己的青春留下另一段美好的回憶。

申請及執行分為三期（上學期、下學期、暑期）。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Learner can seek for online office 
hours with teacher and teaching assistant (TA) through virtual discussion 
room and forum.
Open Course Ware (OCW)：OCW provides knowledge resources for everyone. 
Independent learners can select their own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content.

Tutoring of Required Courses：To accommodate the learning needs of 
individual students, CTLD provides free one-on-one peer consultation for 
certain basic courses in the NTHU library. Subjects currently offered at the 
peer-tutor sessions include Calculus, General Physics, General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Group Study：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form study groups as well as increase 
group-oriented learning and discussions, a grant of up to NT$10,000 is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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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中心	Center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 隸屬 :	教務處 )	

電話：886-3-5734169	

信箱：exten@my.nthu.edu.tw	

網址：http://exten.site.nthu.edu.tw/

§	交流項目	

(1) 國內大學交換生

清大與臺北藝術大學、臺灣藝術大學、臺南藝術大學與政治大學等校簽訂

交流協議，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申請到上述學校交換一學期或一學年。希望

藉由多元及跨領域的學習氛圍，擦撞出全新的火花，讓大學生活更增添豐

富體驗。

Exchange Students in Domestic Universities
Exchange students program with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NUA),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NTUA),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NNUA) and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2) 大陸港澳雙聯學位　　

清華同學專屬權益，你想到北京清華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等校攻讀雙聯學

位嗎？如此一石二鳥的好康，提供給準備好的你！

Dual-Degree program for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o
Dual-degree program with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ST).
English link: http://exten.site.nthu.edu.tw/p/405-1213-140081,c14028.
php?Lang=en

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學生住宿組	Division of Student Housing  	( 隸屬 :	學務處 )

學生住宿組校本部辦公室：水木中心一樓、生活輔導組教官室樓下	

( 專線號碼：03-5715416)

一區服務中心：位於義齋	( 校內分機 62448)	

服務齋舍：義、誠、新、明、平、善、清、華、學、鴻齋

二區服務中心：位於禮齋	( 校內分機 62449)

服務齋舍：禮、仁、實、信、碩、儒齋

三區服務中心：位於雅齋	( 校內分機 62450)

服務齋舍：文、雅、靜、慧齋

南大校區宿舍服務中心：位於女生宿舍門口，近學生活動中心	

( 校內分機 74700)

服務齋舍：迎曦軒、崇善樓、樹德樓、掬月齋、鳴鳳樓

Division of Student Housing Office:
Location: The first floor of the Shui-Mu Student Center. (Tel.03-5715416)
Service Center 1 (Location: Dormitory Yi) serves the following dorms：(ext.62448)
Dormitories:Ming, Ping, Shan, Tsing, Hua, Hsin, Cheng, Yi, Shiue, Hung
Service Center 2 (Location: Dormitory Li) serves the following dorms：(ext.62449)
Dormitories:Li, Jen, Shyr, Shinn, Shuo, Ru
Service Center 3 (Location: Dormitory Ya) serves the following dorms：
(ext.62450)
Dormitories:Wen, Jing, Huei, Ya
Nanda Service Center (Location: Entrance of female dormitories) serves the 
following dorms：(ext.74700)
Dormitories:Ming Feng, Chung Shan, Ying Hsi, Shu Te, Chu Yu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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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有各式生活公用設備，簡易廚具僅作為溫熱食物 ( 禁止烹飪 )，請大家愛惜

使用各項設備。網路相關問題，需自行向計通中心反應。其餘修繕問題，如：寢

室設備損壞、公用設施故障等，請上住宿組網頁填寫修繕單，將有修繕人員為您

服務。

There are all kinds of common living devices in dormitory. Simple kitchen are 
only used as heating food (no cooking). Please cherish all the devices. For 
internet issues, please report to Computer & Communication Center. For other 
repair problems, such as dormitory devices, public facilities, etc. Please fill in 
Maintenance & Repair Form on the website, then the repair man will serve you.

如何填寫住宿收件地址 ?	

校本部：

300044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清華大學宿舍○區○齋（○棟）○○○室。

南大校區：

300193 新竹市南大路 521 號清華大學南大宿舍○○樓／齋／軒○○○室。

Main Campus: 
NTHU Dorm ○○○ Building ○ Room ○○○ No.101, Section 2, Kuang-Fu Road, 
Hsinchu, Taiwan 300044, R.O.C.
Nanda Campus:
NTHU Dorm ○○○ Room ○○○ No.521, Nan-Da Road, Hsinchu, Taiwan 300193, R.O.C.

一般信件直接分送至各宿舍之同學信箱 ( 法律信件不代收 )，掛號及包裹送達服

務中心後會以 email 及電子佈告欄方式通知，因服務中心存放包裹空間有限，

新生入住的同學如欲寄送包裹到校，請安排入住後寄達。郵件或包裹送達後，請

於 2 個禮拜內攜帶學生證至所屬宿舍服務中心領取 ( 每日 08:00-22:00，其餘

時間無法領取 )，如超過 2 個禮拜未領取，將請郵差或快遞公司退回。

Regular mail will be delivered directly to the dormitory mailboxes; packages 
will be delivered to the service centers (except legal mail). The dormitory 
service center will notify you of packages received via 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and email. Each service center has limited space, if new students need 
to deliver their packages, please arrange it after live in the dorm. Housing 
residents must complete check-in procedures before sending packages. 
Registered mail and package must be collected within 2 weeks, otherwise they 
will be returned.

為了讓同學的器具保管費能順利退費，請務必於校務資訊系統填入本人的郵局、

玉山銀行或兆豐銀行帳號。

For smoothly refund of the utensil custody fee, please be sure to fill in your 
Post office, Yushan Bank or Mega Bank account number in the school academic 
information system.

體育室	Physical Education Office  	( 隸屬 :	清華學院 )

信箱：physical@my.nthu.edu.tw	

體育課程詢問	 電話：03-5715131　分機 34670	or	34672

	 	 信箱：physical@my.nthu.edu.tw	

校隊事務詢問	 電話：03-5715131　分機 34675	or	34624

場地租借詢問	 校本部電話：03-5715131　分機 34677

	 	 信箱：cyteng@mx.nthu.edu.tw	

南大校區	 電話：03-5715131　分機 71602

	 	 信箱：pengrj@mx.nthu.edu.tw

使用證辦理詢問	電話：03-5715131　分機 33239	

	 	 信箱：bin0221@ms29.hinet.net

更多體育消息：http://nthupeo.site.nthu.edu.tw/

校本部

體育館簡介：

一樓包含舞蹈教室、體能訓練室、柔道教室、體適能教室、視聽教室；二樓為籃、

排球場綜合場地。舞蹈教室、柔道教室開放團體	 ( 十人以上 )	 使用，請以團體

單位名義於三週前上網預約。

桌球館使用規則：

請攜帶本人本校學生證免費入場。

請使用者視現場狀況自行決定入場，體育室不預留與安排桌次。

使用者須愛惜球檯，不得隨意搬動球檯，或坐靠球檯。弄濕檯面須立即擦乾。

體能訓練室使用規則：

體能訓練室使用證一學期	 ( 半年 )	 繳交	 400 元，須到校務資訊系統申請。也

可購買單次使用票，每次 20 元。入場要穿體育服裝、運動鞋並自備毛巾。

游泳池收費標準：

學生游泳證	 ( 限本人使用 )：常年會員 2730	 元，半年會員 1400	 元，須到校

務資訊系統填單申請。單次使用票，每次 30 元。

網球場使用規則：

請攜帶本人本校學生證免費入場。

請使用者視現場狀況自行決定入場，體育室不預留與安排場次。

本校教職員、生優先使用，上課及校隊訓練時間不開放。

校友體育館 ( 羽球場 ) 使用規則：

採使用者付費，本校學生每場地每小時 100 元，可上網預約或現場登記。

網路預約：於場地使用前 72 小時開放預約。

現場登記：時段開始前 15 分鐘至時段後 15 分鐘內登記。

上課及校隊訓練時間不開放。需換乾淨的室內專用運動鞋 ( 禁黑膠底鞋 ) 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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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校區

體育館簡介：

一樓為手球、排球、羽球、網球綜合球場，三樓為 B301 教室、B302 教室、

B303 會議室、B304 舞蹈教室。

桌球教室使用規則：

請攜帶本人本校學生證免費入場。

請使用者視現場狀況自行決定入場，體育室不預留與安排桌次。

使用者須愛惜球檯，不得隨意搬動球檯，或坐靠球檯。弄濕檯面須立即擦乾。

健身有氧中心使用規則：

請攜帶本人本校學生證免費入場。

入場要穿體育服裝、運動鞋並自備毛巾。

學生第一活動中心 4F 舞蹈教室使用規則：

請以團體單位名義於兩週前至南大體育室做申請。

進入教室前請脫鞋並擺放整齊，嚴禁穿著足以損壞地板之鞋類進入。

使用音響時，請適當控制音量，使用後應即時關閉電源。

學生第一活動中心 5F 體操教室使用規則：

進入教室前請脫鞋並擺放整齊，嚴禁穿著足以損壞地板之鞋類進入。

非授課老師指道，嚴禁學生自行操作設施。

非授課期間，場地不開放使用。

體健大樓 5F 綜合球場使用規則：

嚴禁穿著足以損壞地板之鞋類進入。

球場僅限羽球、籃球、排球使用。

禁止使用任何會破壞地板之器材。

各運動場開放時間另詳體育室網頁 http://nthupeo.site.nthu.edu.tw/

體育室使用小秘訣：	

器材室門口有打氣機，如果球沒氣可以在那邊打氣。

如果有受傷，可至下列製冰機設置地點取用冰塊冰敷：

校本部

體育館 1 樓後側走廊飲水機旁。

校友體育館地下 1 樓茶水間。

司令台下方茶水間。

網球場管理室。

	

體育館、游泳池及校友體育館都裝有 AED。	

各場館週邊安裝緊急連絡電話機供同學使用。

器材室有提供球具借用。個人借用器材要攜帶學生證，並在登記簿上填妥

日期、單位、姓名	( 親自簽名 )、	借用器材名稱、件數，歸還器材時由管

理人員點收後簽名註銷。每人限借乙件，當天晚上十點前歸還。

物品遺失請至器材室洽詢。

場地使用相關備註：

上課及校隊訓練時間不開放。

各運動場館禁止飲食。

配合垃圾不落地政策，各場館皆不設置垃圾桶。

其他使用規範及注意事項，請依本校運動場館管理使用要點辦理。

南大校區

體育館 1 樓飲水機旁。

健身有氧中心更衣間旁。

體健大樓 5 樓廁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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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組	Division of Student Activities  	( 隸屬 :	學務處 )

電話：03-5162071	

信箱：dsa@my.nthu.edu.tw	

更多學生活動

請看課外組網頁：http://dsa.site.nthu.edu.tw/

English	Web：http://dsa.site.nthu.edu.tw/index.php?Lang=en

課外組是所有行政單位中，跟學生接觸最頻繁、互動最密切的。如果你是個社團咖，課

外組可能是除了宿舍外你最常去的地方。除此之外，課外組常有小點心，沒事時可以來

這邊找哥姐們聊聊天、吃小餅乾。

課外組服務項目：

I.　　輔導各社團活動 Club	Activities

II.　協調寒暑假營隊 Summer	and	Winter	Camps

III. 協助舉辦梅竹賽、校慶等大型活動 Meichu	Games	&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IV.　辦理國際志工、服務學習 International	Volunteers	&	Service	Learning

清華大學國際志工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

清大國際志工目前有四個團隊：坦尚尼亞團、貝里斯團、馬來西亞團及肯亞團。每年會

舉辦相關說明會，歡迎同學們來當國際志工。

服務學習 Service	Learning：

「服務學習」為本校大學部學生必修 0 學分之課程，需於畢業前修習累計至少 60 小時。

分別由各學院、學系、學士班以及課外活動組、住宿書院開設，同學可自由選擇不同的

課程。課外組的服務學習課程，每門課程每學期皆為 30 小時，依不同服務性質分為：

課業輔導、社會關懷、志工服務、社會教育、學校服務、專業領域及其他等七大類，讓

學生從做中學，培養帶得走的核心能力。動動你的手指，進入選課系統，一起加入服務

學習的行列吧！

生活輔導組	Division of Student Assistance   	( 隸屬 :	學務處 )

緊急電話：03-571-1814	( 校本部第 1 辦公室 )

										0911-799474	( 南大校區辦公室 )

連絡電話：03-571-5131	轉	66666	( 第 1 辦公室 )	( 代表號 )

　　	 	 	 				34646	( 第 2 辦公室 )	( 代表號 )

　　	 	 	 				71411	( 南大辦公室 )	( 代表號 )

電子信箱：service@my.nthu.edu.tw

網址：http://sa.site.nthu.edu.tw/

生輔組是由一群教官、輔導員與行政人員所組成的團隊，除了協助辦理就學貸款和獎學

金業務外，舉凡學生兵役、急難救助、平安保險、安全宣導等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他們的

管轄範圍。

這邊的教官都很和藹可親，沒事也可以去教官室找教官聊聊天、喝喝咖啡喔！另外，如

果有東西遺失也別忘記來生輔組詢問看看。

§	各院系教官

王聖惟主任	( 軍訓室主任兼生輔組長 )

邱中宏教官	( 生輔組副組長 )

教官 負責院系

杜順雄教官	 化學系、數學系

林聲孚教官	 人社院、中文系

郭瀚濤教官	 物理系、理學院

王興國輔導員	 原科院、醫環系

高天慶輔導員	 資工系

崔東興輔導員	 工學院、動機系

江恆宇輔導員	 科管院、經濟系

張強生輔導員	 生科院、清華學院

魏淑慧輔導員	 工科系

林建基輔導員	 工工系、化工系

§	行政人員

行政人員位於校本部第 2 辦公室

	( 校本部水木生活中心 2 樓，理髮部旁 )

鄒素芳輔導員	 外語系、計財系

王孝斌輔導員	 電資院

朱致安輔導員	 材料系

陳雅萍輔導員	 藝術學院、運科系

幼教、心諮、特教
竹師教育學院

邱中宏輔導員

行政人員 主要業務

郭郁智專員	 就學貸款、
	 	 校外獎學金 (台北市 )

汪祐豪先生	 新生(含研究生、轉學生)業務、	
	 	 新生領航營與服務學長姐

林家榆小姐	 學雜費減免、
	 	 校外獎學金 (非台北市 )

曾資敏小姐	 弱勢助學計畫
	 	 ( 弱勢助學金、生活助學金 )、
	 	 校內獎學金

汪若萱小姐 (留停 )	原住民族獎學金、
	 	 原住民族資源中心業務

呂強生先生 (職代 )	原住民族獎學金、
	 	 原住民族資源中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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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服務學長姐

各系新生皆有分配新生服務學長姐，新生們在生活、課業學習、人際關係等問題

都可以求助於學長姐們，協助大家適應清華的學習環境。

§	宿舍生活輔導

宿舍生活是大學生活學習的重要課題，同學們應尊重他人、互敬互重、遵守宿舍

規定、維持良好人際關係。叮嚀同學，需詳細閱讀《國立清華大學學生宿舍規則》，

遇有問題時可向齋長、宿舍服務中心及住宿組、生輔組反應處理。

§	獎學金資訊

清大提供很多獎學金機會，如有申請資格，千萬要把握！

目前提供的獎學金：

一、學務處承辦

滙	 校內獎學金：旭日獎學金、還願獎學金、逐夢獎學金等多項。

滙	 校外獎學金：如俞國華獎學金、朱順一合勤獎學金等多項。

			 相關資訊可上生輔組獎學金平台查詢	meo110.wwlc.nthu.edu.tw

二、教務處和其他單位承辦：可分別至單位網站查詢。

§	學雜費減免

政府為照顧下列家庭子女就學，特訂定減免學雜費辦法，凡具備條件者均可向學

校提出申請。

教育部提供之就學優待減免共有以下八種類別：

1. 軍公教遺族

2. 現役軍人子女

3. 身心障礙學生

4.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5. 低收入戶學生

6. 中低收入戶學生

7. 原住民籍學生

8.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110-1 學雜費減免【新生】辦理時間：

110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6 日 ( 清大助學系統線上繳件 )

舊生：每年 6 月第一個完整週、12 月第一完整週 ( 星期一到星期五 )

					有關學雜費減免資訊，可至本校生活輔導組找到詳細資訊。				

§	就學貸款業務

申請本貸款者，應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家庭年所得為新臺幣 114 萬元以下者，自貸款日起至償還期起算之前一日止由政府

負擔全額利息。

家庭年所得逾新臺幣 114 萬元至新臺幣 120 萬元者，自貸款日起至償還期起算之前

一日止由政府及學生各負擔半額利息。

家庭年所得超過新臺幣 120 萬元，且學生本人及其兄弟姊妹有 2 人以上就讀國內高

中以上學校者，自貸款日起至償還期起算之前一日止由學生負擔全額利息。

經教育部公告之受傳染病疫情（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學生，如有申貸生

活費需求，可持生活費證明（請至生輔組就學貸款專區下載表格）及相關佐證資料，

由學校審核通過並核章後，再由學生持生活費證明及註冊繳費單至臺灣銀行辦理對

保，每生每學期以新臺幣 4 萬元為上限。

有關就學貸款的資訊可以在這兩個地方找到詳細資訊：

生 輔 組 就 學 貸 款 專 區：http://sa.site.nthu.edu.tw/p/404-1480-164429.

php?Lang=zh-tw

臺 灣 銀 行 就 學 貸 款 入 口 網：https://sloan.bot.com.tw/newsloan/login/

SLoanLogin.action

§	緊急通報事件

人人平時留心的小角落皆不同，若有看到危險或是即將發生危險的地方，你的通報

可改變即將發生的事件。校園安全，需要大家的參與！

通報方式：

登入校務資訊系統 / 校園通報網	 (https://reach.nthu.edu.tw/	 )	通報。同學

們在校園中遇到各種問題都可以在網頁上說明。一級長官們如總務長、學務長，都

會上這個網頁查看問題的處理狀況，並且由各個行政單位在網站上回應處理情形。

同學如覺得處理不周也可以再提出，希望各位同學能一起根絕學校不安全的角落，

也透過這個管道讓建議更有效地傳遞到師長耳中，並盡速協助解決。

如遇緊急事件，可到水木中心二樓及南大校區學生活動中心二樓的生輔組通報，教

官全天候 24 小時服務的喔！請撥打 03-571-1814	( 校本部 ) 及 0911-799474	( 南

大校區 )	或是校總機 03-571-5131 轉	66666	。

◎	請同學務必瞭解宿舍規則，以避免受罰，違規同學需要進行勞動服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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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 隸屬 :	學務處 )

連絡電話：03-5715131 分機 34714
電子信箱：wangrh@mx.nthu.edu.tw 
中心網址：itc.site.nthu.edu.tw
中心位置：南大校區學生活動中心一樓
辦公室位置：校本部生輔組第 2 辦公室

本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設於學生事務處下，並由生活輔導組設
立專責行政人員負責業務，推動入學關懷、生活陪伴、課業學習、社會
參與、文化活動深耕及職涯發展等面向，期能陪伴與協助原住民學生盡
快適應校園生活，並適時給予有課業輔導及生職涯諮詢需求之學生轉介
至相關單位，同時透過推動原住民各類文教活動，增強原住民青年學子
對傳統文化及自我身份之認同，進而自發性深耕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事
務。

歡迎原住民同學及喜歡原住民相關文化的同學們都能來參與活動，趕快
來加入我們清華部落。

圖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執行內容	 	 		Line		清華部落

** 全方位職涯規劃 ~ 帶你展翅飛翔 **

提早認識自己，順利走上人生的「花」路

評測工具是認識自己的第一步 !

UCAN 就業職能平台及 CPAS 職業適性診斷測驗，協助同學了解自己能力，提早規劃能力

養成，提高就業準備力。(UCAN 本校生可至校務資訊系統使用；CPAS 測驗搭配本中心職

涯諮詢 )

來找我們聊聊天吧 !

專業具證照的職涯發展師及企業導師會有固定時間幫助同學在職涯發展的道路上解惑，

協助同學釐清工作價值觀、盤點能力天賦、找到興趣熱情；業師也會運用豐富的經驗進

行職涯發展引導，協助同學提早做好就業準備。

找到興趣後，積極參與職涯活動，多問多看多聽	!

§ 加入清大 Career 志工團

協助舉辦學校職涯相關大小型活動，提升課業外的軟硬實力。

§ 企業領航人才培育計畫

為期 7 個月的企業培訓，企業專家擔任導師，講授實務課程，由不同科系年級學生組成，

強調跨域合作完成專題結案報告。

§ 多元職涯講座與活動

每學期不定期職涯主題系列舉辦名人講座、工作坊、展演及圓桌論壇、職涯主題展覽、

以及職場軟實力工作坊及探索課程，曾舉辦包含面白大丈夫舞台劇、職涯高峰論壇、陶

晶瑩、邰智源等名人演講。

§ 清大 Career 參訪巴士

不定期舉辦企業參訪，安排同學至企業實際了解職場環境與職缺實習資訊、企業之未來

發展趨勢、所需具備之職能需求、任職校友職涯分享等，藉由近距離與企業互動，更加

熟悉不同的產業類別。

職涯發展中心 Center for Career Development  	( 隸屬 :	學務處 )

電話：03-5715131*34687		

信箱：career@my.nthu.edu.tw	

E n g l i s h 	 W e b： 	 h t t p : / / g s a . s i t e . n t h u . e d u . t w / i n d e x .

php?Lang=en

辦公室	:	清大校本部行政大樓 3 樓 3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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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邁入職場去 !

	

§ 校園徵才活動

每年春、季兩季定期舉辦校園徵才博覽會或企業說明會，協助同學了解職場供需，並

提供同學與企業就業 / 實習媒合機會。

§「清大 JOB 讚」職缺公告平台

提供工作、實習職缺搜尋及企業職涯活動，讓你不遺漏任何徵才資訊，快速整備自己，

找到適合的工作。

§ 無學分實習意外傷害保險

提供校外無學分實習免費保險服務，讓參與校外實習學生多一份保障。

Career Development
We arrange Campus recruitment event, Featured column with interviews of 
renowned figures and NTHU alumni, Company visits, Enterprise talent development 
program, Career talks, No-credit internship insurance, and One-on-one career 
consultation services. Also, we reveal Job vacancy information on our website.

** 請同學多加利用網頁、粉絲專頁、line 社群，各項職涯資訊、活動不漏接 **

清大 Career 報報			清大 Job 讚						清大 Job 讚		清大 career 報報
				fb 粉專	 		fb 粉專						職缺搜尋平台				line 社團

提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之心理健康服務，促進身心靈平衡與健全的發展。

Our mission is to safeguard and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faculty, staff and 
students.

服務內容

諮商中心有專兼任心理師、社工師、精神科醫師及實習心理師等提供諮商輔導

服務。藉由個別、團體諮商輔導與心理衛生相關工作坊、演講、心理測驗、以

及各式知能與體驗性活動的推動，提升個人的調適能力，解決問題和困擾，並

充分發揮潛能，經營快樂充實與有意義的生活。此外，諮商中心每學年會辦理

心窩志工團的甄選與培訓，藉由一系列的自我探索課程，提供同學自我認識和

自我接納的機會，同時也培養自助助人的能力，成為校園輔導資源種子。

※ 諮商預約方式：請由本校網頁「校務資訊系統 / 校內其他系統 / 諮商輔導預

約申請」進入線上預約功能。

Services
The Counseling Center provides services including short-term individual 
counseling, group counseling, testing and assessment,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referral services to NTHU students. It also provides outreach programming 
and consultation for faculty and staff. Short-term therapy can be provided for 
a variety of presenting issues, including life adjustment, academic or career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s, or stress-related issues. Concerns that require 
ongoing or long-term treatment are best served through referral to one of the 
many qualified community providers in Hsin-Chu City.

※Making reservations for counseling: Go to "Academ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log in. Click on "Other Services on Campus" and enter "Counseling 
Services" to apply. We offer counseling in English. For an initial session, please 
select 2:00 p.m. to 5:00 p.m. on Monday or 9:00 a.m. to 12:00 p.m. on Friday 
ONLY (main campus).

諮商中心 Counseling Center  	( 隸屬 :	學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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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電話：03-5715131	校本部分機 34725、34726；南大校區分機 76602、76620

網址：http://counsel.site.nthu.edu.tw/

電子信箱：

校本部 counsel@my.nthu.edu.tw；南大校區 gucc@mail.nd.nthu.edu.tw

地點：校本部 - 醫輔大樓 2F( 化工館旁 )；南大校區 - 學生活動中心 3F

Contact information
  [Main Campus] 
No. 101, Sec. 2, Guangfu Rd., East Dist., Hsinchu City 300 (Clinic and 
Counseling Center Building 2F).
TEL: 03-5715131, ext. 34725 or 34726.  
Email: counsel@my.nthu.edu.tw
 [Nanda Campus] 
No.521, Nanda Rd., East Dist., Hsinchu City 300 (Student Activity Center 3F)             
TEL: 03-5715131, ext.76602 or 76620.  
Email: gucc@mail.nd.nthu.edu.tw

諮商中心臉書

服務時間

平日	08:30~17:00	( 午休：12:00~13:00，緊急事故除外 )	　

聯絡方式

電話：03-5743000

信箱：clinic@my.nthu.edu.tw	

網址：http://health.site.nthu.edu.tw	

地點：校本部醫輔大樓 1 樓、南大校區學生活動中心 1 樓

校園內如遇緊急事故傷害事件，各項傳染病的通報、防治等，請立即撥打衛保組

專線 03-5743000 或分機：43000	

有症狀者 ( 發燒、呼吸道症狀、嗅、味覺異常或不明原因腹瀉等 ) 應請假並戴口

罩盡速就醫，就醫時請清楚告知醫師有關國內外旅遊史及接觸史，在家休息，不

要到校，每日早晚量測及通報體溫至「國立清華大學衛保組校園傳染病防治調查」

(	http://0rz.tw/kZFPt		)。

醫療服務

I.　　緊急傷病照護：協助緊急外傷處理及傷病照護服務。

II.　DIY 健康管理：自動身高、體重、視力、血壓及體脂機等儀器。

III. 醫療器材借用：救護箱（包）、冰袋、拐杖、輪椅、額（耳）溫槍等。

IV.　醫護支援申請：各社團、系際盃、大型活動比賽等救護站申請服務。

健康服務

I.　　健康諮詢：健檢報告或健康問題諮詢、特殊疾病輔導。

II.　健康促進：醫學講座、急救教育、健促課程及活動安排。

III. 健康管理：新生健檢、異常複查、疫苗接種、醫療轉介。

IV.　菸害防制：校園除吸菸區外全面禁菸，提供戒菸諮詢及轉介。

V.　　健康照護系統：各項健康自主管理、諮詢預約、活動報名等

												　　　	（校務資訊系統→健康照護系統）

清華大學附設診所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經營

看診科別 :	骨科、家醫科、身心科、神經內科等（詳見網頁）

網路掛號 :	https://nthu.vhct.gov.tw/start.asp			

地點 : 本校第四綜合大樓一樓 ( 郵局旁 )			

電話 :03-5715131 轉 62088

衛生保健組 Counseling Center  	( 隸屬 :	學務處 )

&
清華大學附設診所

衛保組網站

	諮商中心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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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of Health Service (belongs to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 Clinic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Working hour
Weekdays from 8:30 a.m. to 5:00 p.m. (lunch break from 12pm to 1pm, emergency is 
excluded)
Contact
Telephone number: 03-5743000
Email: clinic@my.nthu.edu.tw
Webpage: https://health.site.nthu.edu.tw/index.php?Lang=en
Location:
Main Campus: Clinic and Counseling Center 1st floor. 
NanDa Campus: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Center of Student Activities 1st floor.

If you encounter emergency accident or you have any concern regarding the 
contagious diseases, please call Division of Health Service. (Tell: 03-5743000 or 
Extension 43000)
Having such symptoms including fever, respiratory symptoms, olfactory sensation 
or gustation malfunctioned, or diarrhea for unknown reasons should take a day 
off and go to a doctor with a mask as soon as possible. Upon seeing the doctor, 
you should inform the doctor clearly about contact history and travel history to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t at home and don’t come to school. Besides, 
measure body temperature every day and night, and fill in the "NTHU Division of 
Health Service Survey on Epidemics."( http://0rz.tw/kZFPt )

Medical Service
I.		Emergency care: Help handling with emergency injury and wound care service. 
II.	DIY health self-management: apparatus for body height, body weight, vision, 
         blood pressure, and etc.
III.Medical equipment loan: ice pack, books, digital axillary thermometer, and etc.
IV.	Medical support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service for medical station in club 
        activities, competition among departments, and large scale competition and so 
        on.

Health Service 
I.		Health consultation: physical examination or any other health problems’ 
         consultation, and still special disease counseling. 
II.	Health promotion: medical lectures, emergency education, health promoting 
         courses and campaign arrangement. 
III.Health management: freshman physical examination, review for the abnormal, 
         vaccination and medical referral.
IV.	Tobacco Control: Non-smoking campus except the designated smoking area, 
         offering quit-smoking assistance and medical referral to quit-smoking out-
         patient department.
V.		Health Care System: personal health management ( such as physical 
        examination, weight, blood pressure, body fat percentage, etc. ), consultation 
        appointment, activity registration, etc. (Route: Academic Information System -> 
        Health Care)

Clinic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ommission to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Hsinchu Branch.
Departments: Orthopedics, Family Medicine, Psychiatry, Neurology, Pulmonary, 
Endocrinology & Metabolism,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please look up the 
clinic hours of each department online)
Online registration: https://nthu.vhct.gov.tw/EN/start.asp
Tel: 03-5715131 ext. 62088
Location: General Building IV building 1st floor (near the Post Office)

Our website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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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	Division of Physical Facility  	( 隸屬 :	總務處 )

總務處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電話：03-5731370	

信箱：affairs@my.nthu.edu.tw	

網址：https://affairs.site.nthu.edu.tw/app/index.php	

					( 最新校園巴士時刻表請參考網站 )

辦公室：第一綜合大樓 ( 行政大樓 )2F	

				 ( 全球處樓上 )

因應校園幅員廣大，提供校園巡迴公車類型如下：

校園公車

目前學期間週一至週五第一班發車時間為早上 7:20，最後一班則為晚上

22:20，每日中巴 120 班次、大巴 10 班次。

校本部與南大校區區間車

目前學期間週一至週五第一班發車時間為早上 7:10，最後一班則為晚上

22:55，每日中巴 1 班次、大巴 27 班次。

83 號市區公車

目前週一至週五第一班發車時間為早上 6:50，最後一班則為晚上 19:30，每日

20 班次。另每日行駛 4 班次直達校本部及南大校區。

學期間及寒暑假的發車時刻略不相同，詳細時刻表及停靠站別，請掃描 QR	

Code，隨時取得第一手資料。

校園巡迴公車時刻表

	 經營管理組
Division of Dining and Facilities Management  	( 隸屬 :	總務處 )

電話：03-571-5131( 分機 : 洽各業務承辦人 )

信箱：ddfm@gapp.nthu.edu.tw

網址：http://ddfm.site.nthu.edu.tw/index.php

						English：http://general.site.nthu.edu.tw/p/406-1004-

						173681,r7713.php?Lang=en

					( 最新餐廳營業時間表，請參閱本組網頁 )

辦公室位置：第一綜合行政大樓 2F	，R：222

經營管理組的業務與您日常的飲食、生活息息相關，想知道在哪裡嗎 ?

§	餐廳位置	 	 	

商店種類及提供服務項目 (* 依經營管理組網頁公告為準 )

小吃部

早餐店、中西式及異國料理美食街、水果飲料部、麥當勞速食店、7-11 便利商

店 ( 憑學生證 85 折 )

水木生活中心	 	

一樓：眼鏡部、洗衣部、生活百貨行、中西式及異國料理美食街、

						早餐店、自助餐、全家便利商店、小木屋鬆餅

二樓：理髮部、Moment	Cafe、胖達咖啡、打字影印店	

風雲樓	 	

一樓：水木書苑、Straight	A、比堤兒自助麵包店

二樓：中西式及異國料理美食街、素食料理、飲料部

三樓：早餐店、中西式餐點美食街

四樓：The	Loft 餐廳

其它	

清華水漾餐廳、人社院餐廳、第二招待所中餐廳、台積館一樓品漾餐廳

		

南大校區						

學生餐廳 ( 早午餐、飲料 )、鬆餅屋、7-11 便利商店 ( 憑學生證 88 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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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所服務	

依教育部規定，住宿申請事由須符合「教育意涵」的範疇，例如：教學、考試、

研究、會議、學術交流等目的。校內提供短期住宿：清華會館及清齋 10F 會館，

共有 65 間客房。

因應同學們用餐及生活的所需，將適時更換新店家，求新求變，提供學生多元

選擇，保持最好的品質，詳細資訊請掃描下方 QR	Code，隨時取得第一手資料。

餐廳營業時間 :	https://reurl.cc/qgz2lE	

招待所資訊 :	https://reurl.cc/kZN2xd

	 駐衛警察隊 Campus Security Office  	( 隸屬 :	總務處 )

電話：03-5714769	

信箱：guard@my.nthu.edu.tw	

網址：http://guard.site.nthu.edu.tw/	　　

不管是腳踏車、機車或是汽車，只要想停在清華校園，都需利用校務資訊系統

內的「駐警隊車輛辦證系統」登記。幾個工作天後就可以去拿車證，不然車子

會被駐警隊取締喔！	　　		

每學期開學後不久，駐警隊會把廢棄或無主及沒有換上新車證的腳踏車統一拖

運到駐警隊前草坪上，然後大家就可以密切注意駐警隊公告，在規定日起個大

早去排隊認養免費的腳踏車。	　　

兩校區共有七個機車專用停車場可供放：	　

A.	東門停車場	( 往客運站方向 )	　

B.	立體機車塔	( 大門西側建新路機車道口進入 )	　

C.	化學館平面停車場	( 機車塔一樓進入 )	　

D.	西門停車場	( 由水源街進入 )	　

E.	南門停車場	( 舊南門旁 )

F.	南大校區圖書館停車場（由南大路正門左側進入）

G.	南大校區推廣大樓停車場（由食品路 461 巷進入）	　　

至於腳踏車，校園中各處都有規劃停車位，只要按規定黏貼車證及停車皆不會

被拖吊取締

§	車證資訊	　

〈行照車主限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

§ 申辦南大校區汽車停車證件資訊	　

〈行照車主限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

類別 所需證件

學生腳踏車證

學生機車車證

學生汽車車證

所需費用

學生證

學生證 +行照 +駕照

學生證 +行照 +駕照

無

每年 100 元 / 一人限辦一張

短期 :	1000 元 / 月
指定區域 :	800 元 / 年
夜間及假日 :	3000 元 / 年

類別 所需證件

學生汽車車證
(限碩、博班生 )

學生汽車車證
(大學部同學 )

所需費用

學生證 +行照 +駕照

學生證 +行照 +駕照

每學期 3000 元

每月 1000 元。限量 20 張，申
請人數超過核發張數時，則舉
辦公開抽籤。

61 62



	 南大校區 - 總務行政組
Division of General Administration  	( 隸屬 :	總務處 )

電話：03-5715131#75400-75406、#75304-75305

信箱：dpfp5300@my.nthu.edu.tw

網址：http://admin.site.nthu.edu.tw/

辦公室：南大校區行政大樓 1F-- 總務處 ( 一 )、( 二 )、( 三 ) 辦公室

南大校區總務行政組的業務與你的在校生活息息相關，您會想知道的事 :

§ 生活服務項目

1. 校園區間車 ( 南大校區滙校本部 ): 南大校區候車處位置在校門口右側食品

			路校牆旁，區間車班次、行駛時間及停靠地點，請至事務組網頁查詢

			http:	//affairs.site.nthu.edu.tw/p/404-1165-9344.php	。

2. 其他 : 校園垃圾分類區分一般垃圾、資源回收及廚餘等三大類。平日由各定

			點收集垃圾分類，由清潔人員每日集中處理，請同學隨手做分類，為綠色環

			保盡一分心力。大型活動由業務單位自行增設垃圾分類桶，並於活動後將垃

			圾送資源回收場等地點或付費委商清運。有關垃圾強制分類資源回收項目

			( 垃圾分類 )，請詳新竹市環保局網頁 https://www.hccepb.gov.tw/

			service-03-detail.php?catalog=&page=1&id=445&Fid=978。

§ 南大校區收信服務資訊

信件請至本組收發室領取；平信或印刷品則直接投遞於各單位信箱或由宿舍管

理中心轉發。收件資料務請書明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與南大校區地址，收件資料

包括：

1. 收件人中文姓名 ( 全名 )、英文姓名 ( 與護照同 )

2. 系所名稱

3. 住宿同學請加註宿舍名稱 + 房號，避免信件無法轉發。　

全球事務處	Office of Global Affairs

辦公室位置：旺宏館 1 樓全球事務處

電話：+886.3.5162456

傳真：+886.3.5162467	

信箱：oga@my.nthu.edu.tw	

網址：http://oga.nthu.edu.tw/	

全球處青年大使團

全球處培訓清華國際青年大使，使參與的同學對學校發展歷史、人物乃至校園景

致有深切認識與情感，透過青年大使的導覽，讓學校邀請的中外訪賓，不僅能認

識美麗的清華園，更能感受到本校學生的青春活力。

TIYA Program
Tsing Hua International Youth Ambassadors (TIYA) Program aims to have our 
students learned more about the university’s history, people and campus 
landscape, while the Youth Ambassadors have to introduce Tsing Hua to our 
guests from worldwide universities, to let them know not only our beautiful 
scenery but also the vitality from our students.

全球研究合作組	
Division of Glob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	隸屬 :	全球處 )	

辦公室位置：旺宏館 1 樓全球事務處

辦公室信箱：drc@my.nthu.edu.tw

Office location：Office of Global Affairs, 1F, Macronix Building
Office Email：drc@my.nthu.edu.tw

全球研究合作組致力於建立與國際頂尖大學的緊密聯繫，媒合校內與國際團隊的

合作。主要工作為洽簽雙聯學位合約、參加國際教育組織活動、接待外賓，以及

辦理雙邊或多邊論壇。除此之外，本組亦負責多項獎學金及政府國際合作計畫，

提供學生們國際學術合作的多項可能。

Division of Glob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ims to closely engage with top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and to develop multilateral collaboration. For 
example, build strong connections with partner universities and participate 
in global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extend support to internal teams in 
various research fields. The Division of Glob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reception of foreign guests and arrangement of dual degree 
programs as well as bilateral symposi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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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聯學位

雙聯學位係指本校與境外大學簽署雙聯合約後，提供符合資格之學生，至對方學

校修讀學位，並於符合雙方畢業資格規定後，分別由兩校授予學位。有關雙聯學

校列表及申請等相關資訊請至本處網頁查詢。http://oga.nthu.edu.tw/dual-

degree

Dual Degree
A  d u a l  d e g re e  p ro g ra m  i s  b a s e d  o n  a  fo r m a l  a g re e m e n t  b e t w e e n 
o u r  u n i v e r s i t y  a n d  p a r t n e r  u n i v e r s i t i e s .  T h e  q u a l i f i e d  s t u d e n t s 
c a n  p a r t i c i p a t e  i n  t h e  d u a l  d e g r e e  p r o g ra m .  U p o n  f u l f i l l i n g  t h e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of  both universit ies ,  the students wi l l  be 
awarded two degree  cert i f icates  respect ive ly  by  two universi t ies .  
For the list of NTHU Dual Degree Programs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please refer to OGA website at http://oga.nthu.edu.tw/dual-degree

獎學金及政府研究合作計畫

領航計畫、國家訪問獎、學海築夢計畫、千里馬計畫、三明治計畫、歐盟大型儀

器培訓計畫、臺德青年暑期營、雙邊國際交流合作計畫等。

Research  Scho larsh ips  and  Researcher  Exchange  Program (MOST, 
MOE or other funding sources) :   
 -   Graduate Student Study Abroad Program (GSSAP)
 -  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 (DAAD)
 -  HERCULES
 -  Others

全球移動力組	Division of Global Mobility (	隸屬 :	全球處 )	

辦公室位置：行政大樓 R110

辦公室信箱：dgm@my.nthu.edu.tw

Office location：Room110,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1
Office Email：dgm@my.nthu.edu.tw

全球移動力組致力於建立與國際頂尖大學的緊密聯繫，洽簽國際合作協議、參與

國際教育組織、以媒合校內團隊與國際團隊的合作。實際工作內容包括接待外

賓，議定合約。

Division of Global Mobility aims to closely engage with top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and to develop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collaborate 
in global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extend support to the internal team in 
various research fields. The Division of Global Mobility 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eception of foreign guests and, the arrangement of academic agreements.

本校為推動各類學生出國學習活動，提供多種海外交流學習機會，鼓勵學生出國

拓展國際視野，目前本校與海外姊妹校簽定交換計畫學校超過 311 所，全球移動

力組提供清華學生出國交流獎學金及經費補助申請的機會，有關更多交換計畫及

獎學金資訊請至全球事務處網站。

NTHU collaborates with more than 311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globally. 
These strong alliances and sister universities aim to enhance NTHU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abroad to expand their horizons. In addition, various 
students can experience overseas edu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e through this 
division support.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cholarships and financial support 
are available for a regular exchange program and overseas research visit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OGA website (http://oga.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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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校營隊

目前本校與海外姊妹校簽定合作計畫學校超過 258 所，各姊妹校將在寒暑假時提

供海外營隊供清華學生參加，此業務由全球移動力組協助公告甄選送件。

Overseas Summer/Winter Programs
NTHU collaborates with more than 311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globally 
that provide NTHU students with the chance to attend overseas summer/
winter Camp opportunitie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OGA website’s 
announcements. (http://oga.nthu.edu.tw/)

本國生政府出國獎學金

若想申請政府提供的短期交換獎學金，全球移動力組將協助申請送審，詳情請上

全球處網站查詢。

Government overseas short-term exchange Scholarships (local students only)
Taiwan government has provided a lot of overseas short-term exchange 
Scholarships for local students.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OGA website.
(http://oga.nthu.edu.tw/)

全球招生及服務組	
Division of Global Students Recruitment and Service (	隸屬 :	全球處 )	

辦公室位置：行政大樓 R112

辦公室信箱：drs@my.nthu.edu.tw

Office location：Room112,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1
Office Email：drs@my.nthu.edu.tw
																																																																																																																																																		

全球招生及服務組負責境外學生申請入學 ( 外籍生申請入學、僑生及港澳生單獨

招生及陸生招生 ) 及外籍學位生入臺後輔導外，還負責外籍學位生的獎學金發

放。

Division of Global Students Recruitment and Service office is responsibl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nd Mainland China 
students’ application admission, also taking care of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once they enter Taiwan,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cholarship.

清華國際學生獎學金

清大設有國際學生獎學金，專門提供外籍學生申請。新生可在線上學位申請表中

勾選是否申請清華國際學生獎學金。舊生申請時間則分為春季與秋季。秋季班舊

生申請時間為每年 6 月初，春季班舊生申請時間每年 1 月初，實際申請日期以網

站公告為準。詳細清華國際學生獎學金資訊，請參考全球處網頁。

NTHU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NTHU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is open for current and 
pro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apply (please see chart below for dates). 
Prospective students can also apply for the NTHU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when submitting their online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外籍學位生在校服務與照顧輔導	

全球招生及服務組提供外籍學位生在校服務與照顧輔導，包含教育部及外交部獎

學台灣金核發、學生工作證 / 保險申請以及活動辦理等。

Foreign degree students Assistance
Provide assistance and advice to foreign degree students on the application 
for 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VISA application consultation,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tudent work permit application, MOFA, MOE, MOST Taiwan 
Scholarship, administration related to service and healthcare.

外籍學位生學伴計畫

全球招生及服務組承辦外籍學位新生學伴計畫，招募在學學生成為外籍生學伴，

在新學期開始後，讓學生在一個友善和諧的環境中認識清華，更加融入當地生

活。透過該計劃不論是臺灣或外籍學生都能在生活上互相提供幫助及認識不同的

國家文化。

Newbie Program
Through the Newbie program we help foreign freshmen (newbies) and Taiwan 
seniors (Bee Partners) link together. This program is to create a harmonious 
environment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more easily adapt to NTHU. Students 
can help out each other, and also benefit from a variety of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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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Library

Tel：03-5742995
Feedback & Contact us：ref@my.nthu.edu.tw 
English Web：https://www.lib.nthu.edu.tw/en/
Chinese Web：https://www.lib.nthu.edu.tw/index.html
Guide for New Users：
https://www.lib.nthu.edu.tw/en/use/identity/beginner.html

服務項目：
館藏查詢與閱覽借閱服務、空間使用、電子資源檢索服務與器材、資源利用指
引及推廣服務。

入館第一步 : 借還權益啟用
每一位同學均須至圖書館首頁簽署「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讀者權益聲明書」，
啟用權益後，即可開啟在本校各館之借書權限、各空間使用與校外連線使用電
子資源之權限。

			 								 										借還權益啟用入口
			 								 										https://reurl.cc/rgQ1lN

為開啟您在本校圖書館各項使用權益，以及享有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合作館借
閱權益，以達到四館一證通，請盡早上網完成讀者權益聲明書簽署作業。

館藏目錄與查詢服務：
總圖、人社分館及南大分館均提供專人參考諮詢服務，協助同學利用圖書館
及電子資源。同學亦可利用意見信箱 (ref@my.nthu.edu.tw)、Facebook
粉絲專頁或電話與圖書館諮詢相關事宜。

電子資源檢索服務與器材：
圖書館提供各式電子資源服務，校內請由圖書館網頁點選使用，校外可透過
個人帳號密碼 ( 同預約、續借帳密 ) 認證使用電子資源。器材借用南大分館
備有數位攝影機、數位相機、腳架，請至南大分館櫃檯辦理。

資源利用指引及推廣服務：
圖書館網頁提供各學院重要資料庫利用指引。學期中舉辦各種館藏與電子資
源利用說明會。本校教師可配合授課需求申請「主題資料庫之旅」。圖書館
舉辦各項展覽活動、主題書展、影展及藝文活動，歡迎大家一同參與。

單人聆賞席

期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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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還書

同學可上網辦理線上預約、續借、查詢借閱紀錄及修改個人資料。已被外借之
圖書，如有同學申請預約，圖書館將發出「縮短借期通知單」，原借閱者應於
14 天內歸還。

空間使用
				

同學們可透過現場 KIOSK 或空間管理系統網頁進行預約。
https://reurl.cc/xGOEE1

	 	 	 	 空間預約好幫手 滙
    Library Space Booking System

借閱冊數 借閱天數

圖書 視聽媒體 圖書 視聽媒體

大學生 50 冊 10 件 60 天 7 天

碩士生 50 冊 10 件 60 天 7 天

博士生 100 冊 10 件
固定還書日
( 每年 6/30) 7 天

空間名稱 預約使用

資訊島 直接靠卡使用

總圖書館

視聽聆賞席 臨櫃預約

人社分館

電腦共學區

空間管理系統預約

南大分館

簡報練習室

直接靠卡使用

館舍

視聽團體室

語言學習區

夜讀區

研究小間

資訊島

討論室

研究小間

個人視聽座

視聽團體室

讀者討論室

研究小間

電話或臨櫃預約

空間管理系統預約

臨櫃預約

開放申請期限內，向櫃台提出申請

Frist step using Library:
The Statement of Patron's Privileges

Welcome to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Library. To ensure your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Library's regulations and to confirm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please sign “The Statement of Patron's Privileges” form 
before your first access to our services.

                   https://reurl.cc/bXknRy

NTHU Library offers services as follows: Library Catalog System, Material 
Borrowing and Returning, Space Booking System, E-resources, Library 
Using Workshops and Library Promotion Events. To get access to Library 
Catalog System and e-resources, patrons on campus could access through 
NTHU Library webpage directly, while off-campus patrons could get 
access on e-resources after logging into NTHU Library System. To ensure 
patrons’ have full access to NTHU Library as well as UST services, please 
sign “The Statement of Patron's Privileges” form at NTHU Library webpage 
as soon as possible. Moreover, Librarians at Main Library, HSS Branch and 
Nanda Branch provide reference services at references desks. Librarians 
are ready to assist patrons in the utilization of library resources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Patrons could also contact us through Reference 
e-mail at ref@my.nthu.edu.tw/ Facebook fan-page/ Telephone extension 
numbers.

Main Library：#42995 (574-2995)
Nanda Branch：#76356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ranch：#42814 (574-2814)
Physics Branch：#42550
Mathematics Branch：#33054
Chemistry Collection：#33399

學期中服務時間

		 	 	 									 									* 寒暑假及其他休 / 閉館日，請依圖書館網站為準		

位置 週間

總圖書館

週六 週日

旺宏館 08:00-22:00 10:00-18:00 10:00-18:00

人社分館 人社院 08:00-21:00 09:00-17:00 不提供服務

南大分館 南大校區 08:00-22:00 10:00-18:00 13:00-21:00

數學分館 綜三館三樓 08:00-22:00 11:00-17:00 11:00-17:00

物理分館 物理館三樓 09:00-17:00 09:00-17:00 09:00-17:00

化學系圖書室 化學系圖書室
08:30-12:00
13:30-17:00 不提供服務 不提供服務

圖書館清沙龍

71 72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
電話：校外直撥專線	03-5731000		

校內分機	31000	

信箱 service@cc.nthu.edu.tw

網址 http://www.cc.nthu.edu.tw	

電腦教室開放時間

週間：08：00	-	20：00

週六：08：00	-	12：00	

( 寒暑假：週間 08:00-17:00，週末不開放 )

國定假日不開放，如有異動，請見各校區公告

Telephone: Off-campus direct dial 03-5731000
On-campus extension: 31000
Mailbox: service@cc.nthu.edu.tw
Website: http://www.cc.nthu.edu.tw
Computer Classroom Opening Hours
Weekdays: 08:00-20:00
Saturday: 08:00-12:00
(Winter and summer vacation: 08:00-17:00 on weekdays and closed on 
weekends)
Closed on national holidays. If there are any changes made, please refer to 
the announcement of each campus.

電子郵件信箱申請：

信箱可長期使用，請由校務資訊系統進行網路申請，詳情請參考：

http://net.nthu.edu.tw/netsys/mail:application_student	

E-Mail Application：
P l e a s e  r e f e r  t o  o u r  w e b s i t e :  h t t p : / / n e t . n t h u . e d u . t w / n e t s y s /
en:mail:application_student

校園無線網路帳號申請：凡持有校園無線網路帳號者，完成「確認可用的無線

上網區域、選取可靠的無線網路基地台及輸入校園無線網路帳號」等三步驟，

即可享用便捷的無線網路服務，詳情以及帳號申請請參考：

http://net.nthu.edu.tw/netsys/wireless	

Wireless Account Application：
Please refer to our website: http://net.nthu.edu.tw/netsys/en:wireless

宿舍分機申請：一律採書面申請，每一寢推派一人填寫「學生寢室電話分機使用

申請單」及「兆豐銀行授權書」，向學務處學生住宿組提出申請，經住宿組核章

後，送至本中心二樓服務台辦理。

Dorm Room Extension Application：
Please refer to our website: https://ccc.site.nthu.edu.tw/p/412-1285-2327.
php?Lang=en

P2P 通訊管制：校園網路實施 P2P 通訊協定的管制，如確有學術需求者可針對所

使用的 IP 位址，填妥「教學行政區使用 P2P 申請單」或「學生住宿網路使用 P2P

申請單」，送至本中心申請。

P2P Management Policy：
Please refer to our website: http://net.nthu.edu.tw/netsys/en:network:p2p_
policy

校園網路流量管理：校園網路實施每一實體 IP 每天總量以 6GB 為原則的網路流

量管理，如有學術研究上的大量需求，可填妥「網路流量管理申請單」，經系所

單位及中心審核同意後，該 IP 可不受上述流量限制，詳情請參考：

http://net.nthu.edu.tw/netsys/law:trafficcontrol_rule

TWAREN	SSL	VPN	連線服務：方便於校外透過 VPN 使用校內各種網路資源與服務，

詳情請參考：	http://net.nthu.edu.tw/netsys/sslvpn:info	

TWAREN SSL VPN：Please refer to our website: http://net.nthu.edu.tw/netsys/
en:sslvpn:info

G	Suite	for	Education	服務：詳情請參考：

http://net.nthu.edu.tw/netsys/gapp	

G Suite for Education：Please refer to our website: 
http://net.nthu.edu.tw/netsys/en:gapp

校務資訊系統：學生在學期間因應管理而建立的系統	 ( 包含：學籍管理、選課、

成績管理、畢業審查等 )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index.php)。	

Academic Information Systems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index.php?lang=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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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平臺

學校提供兩套數位學習平臺，依據老師選擇，可利用平臺來繳交作業、線上測驗、

線上討論、下載教材等。

敬請留意老師所選用的平臺及登入平臺後，請確認個人資料是否正確 ( 特別是電

子郵件 )。

eLearn 平臺網址	https://elearn.nthu.edu.tw

eeclass 平臺網址	https://eeclass.nthu.edu.tw

E-learning platforms 
The school provides two E-learning platforms. The platform can be used to 
submit homework, take online quizzes, hold online discussions, and download 
teaching materials.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which platform the teacher uses and log in to the 
platform. Please check whether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correct (especially 
email).
eLearn platform URL https://elearn.nthu.edu.tw
eeclass platform URL https://eeclass.nthu.edu.tw

校園授權軟體下載與存取

欲使用校園授權軟體之學生，請至校務資訊系統 [ 計通中心相關服務 ]	 [ 校園授

權軟體下載系統 ] 下載；或攜帶本人學生證及隨身碟，至計通中心用戶服務區電

腦教室存取。

註：校園授權軟體明細及使用方式，請參閱計通中心網頁說明

(http://www.cc.nthu.edu.tw/)

In-campus authorized software download and access
For students who would like to use the campus authorized software, please go 
to the Academic Information System -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 
Service] - [NTHU Campus Licensed Software] to download. Otherwise, bring 
your student ID card and USB, and go to the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 to access.
Note: For the details and usage of in-campus authorized software, please refer 
to the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 website (http://www.cc.nthu.edu.
tw/).

校園通報網

可自校務資訊系統登入後點選左方選單「校園通報網」進入，亦可輸入網址

https://reach.nthu.edu.tw 進入。

整合校內多個通報系統，提供一個更快速便利的校園通報入口。

採用響應式網頁設計 (RWD)，依照使用者的螢幕尺寸自動調整版面，呈現最佳化

的瀏覽效果。

Campus Security Website
After logging into the Academic Information System, click the "Campus Security 
Website" on the side menu to enter, or you can type in the URL https://reach.
nthu.edu.tw to enter.
Integrate multiple campus notification systems to provide a faster and more 
convenient campus notification entrance.
Responsive web design (RWD) is adopted to automatically adjust the layout 
according to the user's screen size in order to display the optimized browsing 
effect.

電腦教室服務項目

Computer classroom services

服務項目 列印費用 備註

1. 掃描
2. 影音編輯

黑白列印 :	1 元 / 面
彩色列印 :	6 元 / 面

1. 部分為 Mac 電腦
2. 提供 AdobeCC 軟體

電腦教室 (一 )

教師上課用 不提供列印

電腦教室 (二 )

電腦教室 (三 )

電腦教室 (四 )
1. 投幣式列印
2. 自由上機

黑白列印 :	1 元 / 面
彩色列印 :	6 元 / 面

教室名稱

多媒體教室

Service Printing price Remark

1. Scan
2. Audio and video editing

Black and White:
 1 NTD/side

Color: 
6 NTD/side

1. Some are Mac computers
2. Provide AdobeCC software

Computer
Classroom (I)

For teachers Printing not provided

Computer
Classroom (II)

Computer
Classroom (III)

Computer
Classroom (IV)

1. Coin operated printing
2. Free to use

Black and White: 
1 NTD/side

Color: 
6 NTD/side

Classroom 

Multimedia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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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統計學研究所／天文研究所／計算與建模科

學研究所／理學院學士班／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

理學院願景為追求學術卓越，為達到此願景，教育目標有四。其一為持續

推動跨學門基礎科學教學，培養具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能力之學生；其二

為進行世界級尖端前瞻研究，營造卓越創新基礎科學研究環境，培育尖端

科技研究人才；其三為理論與應用並重，積極連繫產業，協助產業升級；

其四為科技與人文並重，關懷社會，積極參與推動社會改革進步，做出正

面貢獻。

理學院不僅在台灣的基礎研究與教學居於領導地位，也有相當良好的國際

學術聲譽，許多畢業校友在國際學術界也有相當傑出的傲人表現。例如：

1957 年物理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院士、1986 年化學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

院士及哈佛大學比爾蓋茲講座孔祥重教授等。

For English version, please go to: http://science.site.nthu.edu.tw/

理學院	（COLLEGE OF SCIENCE）

化學工程學系／動力機械工程學系／材料科學工程學系／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奈

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工學院學士班／全球營運管理雙聯碩士

學位學程。

工學院成立於 1972 年，目前已是工程領域世界百名之內。本院教育目標在於培養社會所

需要的工程領導人才，理論與實務並重，科技、專業、人文素養及社會關懷兼備，具有

國際視野，激發其領導能力，並輔導學生養成熱忱、敬業、負責、踏實精神與團隊觀念。

本院重視各系所間不同領域之整合與合作，並配合產業發展需要，透過建教合作研究計

畫、產學研發合作聯盟等方式，促進產學互動與交流，期能提昇國內產業技術與品質。

未來將強化在奈米科技、精密機械、能源科技、生醫科技及智慧製造與管理等領域的跨

領域教學與研究。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Powe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Institute of Nano-Engineering and Micro-
Systems/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Engineering/
Dual Master Program for Global Operation Management

Founded in 1972, College of Engineering is now among the world top 100 universities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The educational goal is to cultivate leadership and nurture 
talents for the needs of the changing society. With the equal emphasis on theory and 
real practice, technology, professionalism, humanities, and social care, we encourage 
students to have a global perspective. We also improve their leadership skills, and 
assist them to pursue their studies with enthusiasm, dedication and determination, to 
develop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teamwork spirit.
College of Engineering values the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different fields among 
various department. With research projects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industry-
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industry liaison system and apprentice program, we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academy and industr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 the hope of enhancing the domestic industrial 
technology and quality. In the future, we will emphasize on cross-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nanotechnology, precision machinery, energy technology, 
biomedical technology, smart manufacturing and management.

工學院（COLLEGE OF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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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分析

與環境科學研究所／原子科學院學士班

1956 年，原子科學研究所 ( 原科所 )	 為清華在台復校時率先設立的研究所，

是為原科院的前身，獨具歷史意義。目前設有「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生醫

工程與環境科學系」、「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

以及「原科院學士班」。

原科院未來將持續把重點放在核子科學與工程的多學科教育和研究上，大力促

成國際學術合作，並與國內業界和醫學合作，目標成為世界領先的大學之一。

The College of Nuclear Science integrates 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to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power plant engineering, next generation nuclear systems, energy 
technology, nano and micro systems, medical physics & engineering, plasma 
physics engineering,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molecular 
science. The college is the only college in the country that devotes to teach 
and research of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the NS Col lege wi l l  st i l l  p lace much emphasis  on 
multidisciplinar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nuclea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paring efforts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llaborations and 
cooperating with domestic industry and medicine.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become one of the leading colleges in the world.

原子科學院（COLLEGE OF NUCLEAR SCIENCE）

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歷史研究所／語言學

研究所／哲學研究所／人類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台灣文學研究所／

華文文學研究所／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亞際文化研究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

人文社會學院成立於 1984 年，是全國第一所結合人文及社會科學的學院，

旨在加強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融通，進而建立科際整合的學術傳統，促進人

文及社會科學的深耕與重塑。

在課程與教學方面，本院期能開創學生的視野與創意，擴大學生對於社會

參與的認知與責任，同時將努力推動社會服務、文創以及社會變動等研究

面向的課程或學程。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as established in 1984, 
concentrating on achieving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college aims at 
integrat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between all research topics 
among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college also aims to cultivate future leaders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e embrace the balanc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humanity and technology, and care for society. We assist students to 
think globally, to develop a team work spirit, and to live with passion, 
responsibility and dependability.

人文社會學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歡迎同學們加入清華大學學術社團。大學教育

不只追求新知，	更需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堅持真

理的不屈。大家共勉之 !

	 	 	 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建立視野，培養吸收知識的能力

	 	 	 原子科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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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系／醫學科學系／生命科學院學士班／生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跨領域神經

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所／分子醫學研究所／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

研究所／生物科技研究所／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1992年率全國之先創立生命科學院 (以下簡稱本院 )，歷經組織架構調整與系所增設，

發展至今為「二系一班五所」之規模。本院在師資、研究所招生、空間、設備、教學、

教育發展、產學推廣、職涯輔導、學生會及校友連結等面向，係採取以學院為核心教

學單位之整合機制統籌規劃與實施，以達到資源整合以及高效率人力運用之目標。各

系所也保有教學及研究的獨立性，各自發展其特性。

隨著時代環境之變遷，本院陸續成立五個院級中心：「生物資訊中心」及「結構蛋白

質體中心」支援基因 / 蛋白質 / 系統生物學相關研究；「教育發展中心」支援跨領域

教學及實驗，擴展高中生物教育及銜接高中與大學生命科學教育；「職涯發展中心」

連結生技產業、協助學生生涯規劃；「生物資源保種研究中心」永續保育、擴大社會

服務；「機體生物結構資訊中心」與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及國衛院合作，共同培育特殊

競爭領域人才，解決的被嚴重忽略的熱帶疾病問題。各中心結合本院研究能量，與校

級中心「腦科學中心」及「生物醫學科技研發中心」配合，積極與鄰近醫學中心等研

究單位合作，以卓越的基礎研究逐漸加強與拓展生醫產學領域之關係，配合學校發展

醫學教育，積極籌設學士後醫學系、清華桃園醫院，主動領導區域學術機構整合及雙

向交流活動，成為國際上卓越生物醫學教育與研究中心。

Established in 1991 as the very first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in Taiwan, the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allows students to explore various areas of life 
science in an integrated yet diverse program built upon a solid foundation of 
chemistry, physics, mathematics and biology. In 2002, the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was reorganized and is now comprised of the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the 
Department of Medical Science, the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Life Science 
and five Institutes, the Institute of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the Institute of 
Bioinformatics and Structural Biology, the Institute of Molecular Medicine, the 
Institute of Biotechnology, and Institute of Systems Neuroscience. The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Medical Science and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fer undergraduate 
Bachelor of Science (B.Sc.) programs in Biology and Medical Science whereas the 
five Institutes offer graduate programs in a variety of research areas. 

生命科學院（COLLEGE OF LIFE SCIENCE）

電機工程學系 / 資訊工程學系 /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 電子工程研究所 /

通訊工程研究所 / 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 光電工程研究所 / 資訊安全研

究所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Institute 
of Photonics Technologies/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電機資訊學院目前有兩系五所一學士班，專任教師 112 人，學生總數約

2700 餘人。本院教師群研發實力雄厚且研究成果豐碩，由於鄰近科學工業

園區與工研院，教師與產業界保持良好的互動與合作，並發展跨領域研究，

成立各種先進科技研究中心與實驗室。

本院大學部課程設計首重紮實的數理基礎與通識教育，輔以電機與資訊專

業知識，透過深度設計之課程、工程實習和專題研究方案，訓練學生解決

問題、表達及團隊合作之能力。此外，本院重視學生實作能力及國際視野

的培養，除了積極鼓勵學生參加各項國內外軟、硬體設計競賽，也大力推

動國外名校交換及海外企業實習方案。

研究所除了高階學理與技術的培育外，也重視與國內外相關機構的合作研

究，讓學生可以獲得團隊合作與實務的經驗，進而瞭解國內外產業發展趨

勢，也讓同學更有潛力成為電機資訊科技高端人才、發明家、企業家以及

業界與學界的領袖。

Founded in 1998, the goal of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EECS) is to foster high-tech professionals to be ready 
to meet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trend.
We not only propel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research resources, but 
also hope to, in a forward-looking, well planned way, evolve innovative 
research focus to fulfill the needs of professionals in a future society.

電機資訊學院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COMPUTER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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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系	 ( 學、碩、博 )	 ／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 學、碩、博 )	 ／科技

管理學院學士班／科技管理研究所	 ( 碩、博 )	 ／服務科學研究所	 ( 碩、

博 ) ／科技法律研究所	 ( 碩、博 )	 ／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MBA) ／高

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EMBA)	 ／國際專業管理碩士班	 (IMBA) ／財

務金融碩士在職專班	 (MFB)	 ／公共政策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MPM)	 ／

高階經營管理境外碩士在職專班／高階經營管理雙聯碩士在職專班 (Dual	

EMBA)/	HBA 健康政策與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科管院於西元 2000 年成立，為全國首創以「科技	 +	 管理」為教學研究重

點的管理學院，結合清大的優異理工基礎，發展跨科技領域的管理課程與

研究，以培育具扎實經濟知識基礎之科技管理、科技法律及財務金融等專

業人才為首要目標。

本院教師在管理與財經法律領域表現傑出，包含多位特聘以上教授、校及

傑出教學獎、IEEE	 Fellow、斐陶斐終身傑出成就獎、科技管理獎章、會

士、國際 FIETI 會士、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吳大猷研究獎、玉山學術研究

獎等。

恭喜大家成為大一的新鮮人，更歡迎加入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的大家庭。

大學其實是一座充滿各式各樣知識的寶庫，正等待新生同學們的好奇心來

探索，盡情享受體驗式學習的機會，幫助學生為現實世界的成功做好準備。

同時深深期許，因為你們熱情的參與，未來科管院定能豐富發展視野而更

加精彩。此次全球疫情危機使我們體認到許多不可能發生的事，竟然不分

種族地域都在這次疫情爆發。這讓我們有機會重新省思社會的核心價值，

理解到我們是生命共同體，必須要共同齊心面對因疫情帶來改變世界的挑

戰。同學們，勇敢踏出你們的步伐，好好努力，築夢踏實，為成功的人生

做好準備。	

科技管理學院
（COLLEGE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幼兒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系／教育心理與諮商學

系／運動科學系／英語教學系／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竹師教育學院學士

班 ( 甲組：雙專長組；乙組：永續發展教育組 )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

究所／數理教育研究所／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華德福教育碩士在職學

位學程／竹師教育學院跨領域 STEAM 教育碩士在職專班

竹師教育學院的目標是成為具清華特色的 K-12 師資培育機構；創建教育

科學新知識、新理論、新策略，成為國內甚至國際的教育研究重鎮；同時

也是開創教育新產業，以及對社會提供多元服務的教育中心。

本院教師學術專長多元，教學卓越，另設有院級研究中心，著眼跨領域研

究與專業整合。與附屬小學及師資培育中心緊密合作，強化研創與社會服

務並教育實驗，提供校內各學院跨域教育科學領域相關課程與活動，服務

地區教育需求並促進各級教師專業成長，社會貢獻與影響卓著。

The goals of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COE) are to conduct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to nurture future teachers in K-12 schools. With the 
abundant resources in th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NTHU), COE 
promote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learning science, 
educational data science, learning technology, cognitive neuroscience, 
cognitive behavior science, linguistic science,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science. COE also owns cutting-edge equipment and labs in E-Learning, 
VR/AR, and STEAM/STEM education. COE at NTHU is the only college 
among Taiwan top universities that has the programs for nurturing 
teachers from kindergarten to higher education, including special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research and teacher training, COE is highly 
involved in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and fulfills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and projects.

竹師教育學院（COLLEGE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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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承接原語文中心英語教學的相關業務與資源，其對內提升本校學生

整體英語能力，對外則推廣清華大學在英語教育研究領域的成果。

中心開設的課程及主辦的各種活動蘊含多元素養，期望透過這些學習管道，

讓英語成為各學科展現成果的一個重要平台。在資訊發達的時代，能夠以

簡明清晰的文字呈現知識內容，是展現自我的重要能力之一。因此，本中

心除了負責全校共同必修的英文課程之外，也鼓勵並支援以個人興趣或求

職為目的之外語學習；亦可提供學生個人一對一的學習諮詢。相關修課規

定及學習資源

請詳見英語教育中心網站。

承辦業務：

校必修英文領域課程

研究所專業英文選修課程

受理【英文領域】免修、減修及轉級申請

辦理各類主題式課程 ( 工作坊 )

聯繫方式：

電話：03-5725674、03-5165038

服務信箱： language@my.nthu.edu.tw

英語教育中心（Center of English Education）

藝術與設計學系／音樂學系／藝術學院學士班

本院設有「藝術與設計學系」、「音樂學系」與「藝術學院學士班」三個

教學單位。

藝術與設計學系共有 12 位專任教師，其中包含 4 位教授、5 位副教授及 3

位助理教授，師資皆具日、美、法及本國等之碩、博士學位，涵蓋藝術理

論、藝術創作、工藝設計，另學系兼具古典與現代、傳統與創新之特質，

每年不定期邀請國際知名藝術家駐校指導。

音樂學系目前共 12 位專任教師，其中包含教授 4 位、副教授 6 位、助理教

授 2 位，師資皆具美國、德國、英國及本國等碩、博士學位，含括鋼琴、

聲樂、作曲、管樂、打擊、音樂工程及應用音樂與臺灣音樂學等專業領域。

除不定期舉辦歐美知名音樂家大師班、講座、音樂會之外，另每年邀請國

際知名客座教授及駐校音樂家駐校指導。

藝術學院學士班為「科技」與「藝術」跨領域創作學系，培養前瞻性「藝

術跨域」之研究與創作人才。本班師資除來自清華校內藝術學院、電資學

院、工學院、生命科學院、人文社會等跨域教授外，也聘請來自美國、歐

洲的客座教授，並廣邀臺灣科技藝術創作領域最頂尖的藝術家與業界團隊

駐校指導。

本學院在藝術與跨領域方面培育無數優秀人員，在學學生經常在各類全國

性和地區性藝術競賽中獲得優秀成果，本學院因應未來多元發展的趨勢，

從事藝術工作之國際化與本土化之研究與推廣，致力於科技與藝術之跨領

域合作，提昇學生素養並結合產業之總體優良環境。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s the only Taiwanese top university having 
a college of arts. The college divides itself into the Department of Arts 
and Design (offering B.F.A Program in Creation, B.F.A Program in Design, 
M.A Program in Theory, M.A Program in Creation, and Art Teacher In-
service Master’s Program), the Department of Music (offering B.M. and 
M.M. Programs),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Technology and Art. 
The two departments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blaze a trail in 
the culture of transdisciplinary art with concerted efforts.

藝術學院（COLLEGE OF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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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 體育室 / 軍訓室 / 藝術中心 / 住宿書院 / 清華學院學士班

/ 清華學院國際學士班 / 語文中心

清華學院（TSING HUA COLLEGE）

清華通識教育作為所有清華學子的共同教育，乃以形塑清華人的共同素養

和發展全人教育為使命。

本中心每學期推出兩百餘門的核心通識和選修通識課程，規劃有「經典課

程」、「實作課程」、「自主學習課程」、「旅讀課程」等多元課程類型；

此外，亦舉辦許多課外學習活動，例如邀請校外專家學者蒞校演講、舉辦

「通識人物系列演講」和辦理結合時事議題之通識座談會等，期能擴展同

學知識視野、培養現代公民應具備的素養內涵和獨立思辨的能力。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先生曾說：通識課是可以帶著走、影響一生的盛宴。

清華通識寶藏豐富，期望同學們快樂走入通識寶山，四年後都能滿載而歸。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電話：03-5717586

信箱：cge@my.nthu.edu.tw

地點：教育館 2F	210 室

網址：http://cge.nthu.edu.tw/

English	URL：http://cge.nthu.edu.tw/english-introduction/

通識中心網頁及課程資訊請見 QR	Code

通識教育中心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藝術中心 80 年代以來，從原本單純的視覺藝術策展，至今已擴展至各

個藝術領域：視覺、音樂、表演、電影及公共藝術，提供全校及一般民

眾多元藝文活動。不僅如此，藝術中心也扮演校內藝術教育的重要角

色，培育藝術性校隊：清華樂集與清華藝集，其學員分別為經過甄選的

音樂與美術特殊才能學生，由藝術中心安排課程訓練其術科技能，並

帶領團隊至國內外參與展演。2019 年於清華樂集之下，成立「清華 AI	

樂團」。團員皆為清華學生，同學並可於「清華學院學士班」選擇課程

「音樂演奏與實習」。樂團以古典樂器演奏人工智慧作品，並與人工智

慧搭配演出 : 如自動跟譜，自動伴奏等技術，著重於「人機協同」之演

出。

藝術中心透過各種層次的「藝術參與」，營造活潑的社區藝術生活。不

管是由中心自行策劃，或與專業單位合作，都以創造藝術社群與校園的

互動為主要目標。一方面，藝術中心策劃主辦精彩的藝術活動；另一方

面也在校園內參與改造許多藝術空間，如：合勤演藝廳、教育館藝術空

間、陽光走廊、大禮堂等。除此之外，中心也鼓勵更多元的藝文管道，

例如：藝術性學生社團、政府立案表演團體、藝術基金會等類型的展

演，希望能使藝術參與在校園蓬勃發展。藝術中心也會定期舉辦活動，

包括：視覺藝術展覽、校園公共藝術、音樂表演與電影、駐校藝術家、

設計工作坊等，歡迎同學共襄盛舉。

藝術中心一直努力走在國內高等學府藝術策展與藝術教育最前線，除了

精心安排優質藝文節目，也致力於提拔優秀後輩藝術人才，更努力爭取

與海外藝文團體交流的機會。展演活動期間曾邀請來自日本藝術家長谷

川愛、日本紀錄片導演原一男、Kairos 室內樂團等國外藝術家。2016

年暑假，藝術中心與北京清華藝術教育中心合作，規劃暑期藝術工作

坊：視覺、音樂、表演、攝影四個領域，帶領我方學員到對岸校園學習

及交流，積極實踐藝術教育。藝術中心以開拓觸角、勇敢實踐的精神，

期許帶領清華師生不斷拓展藝術新視野，激盪美感與創意實踐的可能。

藝術中心 Art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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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勤演藝聽

合勤演藝廳前身為清華大學第一講堂，2003 年經合勤科技董事長朱順

一博士襄助整建，共有 199 席一般坐席、2 席無障礙席，成為多元的小

型藝術表演場地。2008 年轉由藝術中心管理後，現更擴及校內、外藝

文講座、室內樂、戲劇、舞蹈、電影播映、社團成果展以及藝術季活動，

並持續提升場地與設備達到理想的表演需求。

展覽廳

展覽廳位於第二行政大樓 A 棟 1 樓，佔地約 88 坪，以活動隔板配合展

出品區隔空間，以軌道燈提供照明，有時利用一整排窗戶提供自然光。

每年推出 5-8 檔次展覽活動，展覽領域橫跨平面繪畫、攝影，至立體

雕塑、工藝、設計，還有多媒體、數位應用藝術等，展出內容相當多元

豐富。

藝術工坊

藝術工坊位於清華大學化工館後方，佔地約 21 平方公尺，是一個以紅

磚牆、木屋頂結構與落地大窗的小空間。適合平面作品、立體雕塑及各

類文件展示，每學期均有 2-3 檔展出，主要提供藝集學生舉辦個展。

就讀大學與就讀高中有沒有什麼不同？大學四年應該如何規畫？將來進入社會的生

活與職業，跟大學經歷有何關係？住宿書院是一個發問的地方，更是一個尋求答案

的地方。如果你想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歡迎加入。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at is the difference in a university from a high school? 
How should you plan your life in a university where you are going to stay for 4 
years? Does it matter if your university experience influences the future life and 
career? 
Come and Join us ！ To have a different life in college ！ No need to be afraid 
of making mistake, we encourage you to keep on trying and keep on failing. 
Residential College is just like Hogwarts in the Harry Potter providing you a magic 
trip beyond your expectations.

住宿書院目前有厚德書院、載物書院、天下書院。厚德書院以適當科技的精神進行

社會創新，並具有反思與實踐社會議題的能力；載物書院探索跨領域的學習方法與

態度，培育創新創業的能力；天下書院培育學生的國際視野及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

及行動力。新生均可報名，錯過開學前的申請，一上快結束時還有一次機會，歡迎

把握。

Residential College with three main topics including “HouDe”, “TzaiWu”, 
“Global Program.” HouDe focuses on social innovation through training your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 and encourages their members to make 
connection to the social issues and contribute their skills to where society 
needs.; TzaiWu emphasizes on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and attitude by inspiring 
entrepreneurship; Global Program cultivates students’ international mobility via 
broadening your global vision.

住宿書院作為一個教育的基地，提供三個支持：一是提供專業陪伴與協助的導師、

二是營造能促進互動的宿舍空間、三是規劃可鼓勵學生自學的制度。三大支持，給

你滿滿的力量面對未來挑戰！

As an education base, Residential College provides 3 support: 
1. Professional accompany and assistance from mentors
2. A space design enhancing students’ interactions
3. Encourage and motivat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住宿書院 Residential College

電話：03-5162555	 	 	

信箱：rcollege@my.nthu.edu.tw	 Phone：03-5162555

網站：http://rcollege.nthu.edu.tw	E-mail：rcollege@my.nthu.edu.tw
地點：校本部學生宿舍區實齋交誼廳內	 Website：http://rcolleg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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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ichu Games, held in the spring time by NTHU and NYCU, is known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events to our university. Students can strengthen their loyalty to 
the university by participating in a series of activities.
梅竹賽一直以來都是兩校學生間最難以忘懷的盛大活動，也是在大學生活中最能感

受到團結氣氛的時刻，這場盛典儼然成為兩校學生引頸期盼的一件樂事，並代代流

傳著。

兩校的參賽選手無不為了這場盛大的賽事積極準備、努力訓練，就是為了踏上這個

擁有眾多觀眾為選手吶喊的舞台。不論是他們在場上用盡全力，奪取榮耀的姿態，

抑或是即便失敗仍堅強面對的精神，都將是觀眾心中最驕傲的梅竹英雄典範。

無論是參賽選手努力成就精采賽事的精神，或是兩校觀賽學生為了自己學校選手聲

嘶力竭地呼喊，都是為了持續傳承校園為所有賽事團結努力的梅竹精神。

整個梅竹賽期間主要由「梅竹籌備委員會」、「梅竹諮議委員會」、「梅竹工作會」

( 交大：梅竹後援會 )、「梅竹火力班」，這四個學生組織運作，他們各有不同的工

作與性質，以下將分別介紹。

梅竹籌備委員會 Meichu Game Preparatory Committee
簡稱「梅籌」，由清交共同組成的中立組織，扮演著兩校間的溝通者，推動梅竹賽

籌備工作 , 促使比賽順利進行。負責籌備梅竹賽開閉幕典禮及三天的賽事。	

梅竹諮議委員會 Meichu Gam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簡稱「梅諮」，由清交共同組成的中立組織，負責制訂及修改梅竹規章，仲裁梅竹

賽爭議，促使梅竹賽順利進行。諮議會協調、談判失利的狀況下，該年梅竹賽便會

有項目棄點甚至該年停賽的情形發生。

梅竹工作會 Meichu Game Working Group
簡稱「梅工」，主要負責梅竹賽前造勢、設計並販賣年度梅竹紀念商品、發放宣傳

物等為比賽加溫，除了「誓師祭梅」外，更舉辦過巨星雲集的梅竹演唱會、電競大賽、

名人演講、藝文活動等。而在比賽進行時，也會有實況轉播的	Sport Bar。

梅竹火力班 Meichu Game Cheerleading Club
梅竹火力班對校隊來說是最不可或缺的專業加油團！火力班最初是由一群熱愛梅竹

賽的核工系學長們號召而成，猶如日本甲子園的專業啦啦隊，訓練一致的口號動作，

賣力地為校隊加油，與交大火力班的對嗆，添加了梅竹賽的精彩可看性。

梅竹賽 Meichu Games

目前清華約有一百八十多個社團，可分為：學術性社團、技藝性社團、

藝術性社團、服務性社團、體育性社團、音樂性社團、功能性社團、綜

合性社團、自治性社團。由於沒有限制每個人參加社團的數量，完全依

據個人的時間以及興趣，有些人甚至會同時加入三個以上。只是要注意

時間分配，小心別耽誤大學生活其他重要的部分。開學後，各社團也會

陸續舉辦迎新茶會，這方面訊息請密切注意課外組網站上各社團社版或

粉專的資訊唷！

There are over 180 student clubs at NTHU. All club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nine categories: academic, skills, music, service, sports, art, 
student autonomic, general, and functional clubs. All clubs provide 
student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their mental, social skills and 
leadership.

社團活動 Club Activities

社團手冊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4awIDPTbr6tWGG-Dy0ZYahZZfXgEfUO/
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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