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友齊心合力 助學弟妹旭日東升 

 這學期開學未久，旭日計畫的學生家長私下與學校提

到沒有能力買筆電給孩子使用，陳榮順副教務長隨即成

立募集電腦小組，並即刻獲得 EMBA 08 級校友、清華高

爾夫球聯誼會長彭榮達學長響應，發揮其影響力募得 22

台筆電。幾乎同時，EMBA 11 級校友、EMBA 校友會長余

明光學長代表 EMBA 校友會贊助旭日計畫 100萬元，以及

一台休旅車供校務使用。清華校友熱心捐助推動校務，

更特別關懷經濟弱勢的學弟妹，精神令人感佩。 

 本校為進一步協助社經地位相對弱勢、資源較為缺乏

但深具潛力的優秀學生，於是推出旭日計畫優先錄取在

逆境中積極向上的低收入戶學生。同時本校再整合校內

各項獎、補助與學業輔導措施，協助透過此計畫進入本

校的學生適應大學環境，並且不用為生活奔波打工。為

此，本校展開積極募款，自 102年首度開放旭日計畫招

生至今，來自各方的捐款金額已將近 4500萬元，其中大

部分都是源自於校友扶助學弟妹的善心。 

 彭榮達學長表示，許多校友得知母校推動旭日計畫的

精神與努力，相當地敬佩，因此聽聞這些來自弱勢家庭

的孩子需要協助，都義無反顧地響應。就拿這次募集筆

電輔助課業學習為例，動員速度相當快，短短幾日內就

募得 22台，而且將再陸續增加，期望讓學弟妹無後顧之

憂地學習。彭榮達學長也同時允諾，年底清華高爾夫球

聯誼會長交接時，將再募集 100萬元捐助旭日計畫。 

 余明光學長平日就熱心公益，曾在 2012年送偏鄉孩子

到德國參加世界合唱比賽榮獲第二名，2015 年也送偏鄉

孩子到越南參加世界合唱比賽榮獲第二名佳績。余明光

強調事業永續經營之方，來自於廣結善緣，取之於群眾，

用之於群眾，對於幫助有需要的學弟妹更是戮力以赴。 

 賀陳弘校長表示，清華大學 60 年來對於台灣貢獻有目

共睹，他期許有能力的畢業學長姊多來幫助學弟妹，讓

清華的未來有更大成長空間。 

 

  
彭榮達學長（左三）為旭日計畫學弟妹募集筆電，由李敏主秘

（右三）代表接受。 

余明光學長捐一台休旅車供推展校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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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生命科學院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究所所長孫玉珠教授研究成果獲刊登

於 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  

 

 

 

 

《秘書處》 
 【活動宣傳】2016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校園巡迴清大場次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109051,r805-1.php?Lang=zh-tw 

 

 

 

《教務處》 
 2016回頭書展，即日起至 10 月 27日，小吃部野台見 

參考網址：http://thup.web.nthu.edu.tw/files/14-1075-109029,r778-1.php?Lang=zh-tw 

 

 從人際互動到電子互動觀察這世界！盡在陳福榮教授的電子顯微鏡課程中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373 

 

 

 

《學務處》 
 105年自費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活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08765,r1204-1.php?Lang=zh-tw 

 

 住宿區學生事件處理流程圖+學生事件連絡電話 

參考網址：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軍訓室及生輔組緊急聯絡電話請改撥 03-5731022 

參考網址：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臺灣自行車節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234,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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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 YMCA海外志工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304,r2469-1.php?Lang=zh-tw 

 

 全國學生領袖領導力研習營「武林盛會──領導自治」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310,r2469-1.php?Lang=zh-tw 

 

 SSU特派員運動傳播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316,r2469-1.php?Lang=zh-tw 

 

 林文中舞團 10 月 28 日 新竹《流・變》演出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327,r2469-1.php?Lang=zh-tw 

 

 「2018臺中花博校園大使徵選」，活動報名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334,r2469-1.php?Lang=zh-tw 

 

 「2016新北漫玩藝」漫畫展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341,r2469-1.php?Lang=zh-tw 

 

 「溫馨心、世代情～穿越時空認識您」祖孫生命故事繪本製作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361,r2469-1.php?Lang=zh-tw 

 

 國際設計大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372,r2469-1.php?Lang=zh-tw 

 

 台灣國際扯鈴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373,r2469-1.php?Lang=zh-tw 

 

 保護動物微電影企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378,r2469-1.php?Lang=zh-tw 

 

 日本 nendo設計展 in TAIPEI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381,r2469-1.php?Lang=zh-tw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門建築物設計徵圖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384,r2469-1.php?Lang=zh-tw 

 

 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新住民舞蹈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388,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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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5屆輔大盃劍道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393,r2469-1.php?Lang=zh-tw 

 

 幸福台灣節【幸福向前行，手牽手健行】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425,r2469-1.php?Lang=zh-tw 

 

 新竹城市馬拉松應援招募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450,r2469-1.php?Lang=zh-tw 

 

 校慶全國學生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示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497,r2469-1.php?Lang=zh-tw 

 

 第 13屆校園證券投資智慧王──大專院校知識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498,r2469-1.php?Lang=zh-tw 

 

 兩岸觀光盃青年玩家特色主題遊程規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501,r2469-1.php?Lang=zh-tw 

 

 出發吧 ! 同學們「學生記名多卡通，認識台灣之旅」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530,r2469-1.php?Lang=zh-tw 

 

 【寒假美、英海外研習團】免費講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533,r2469-1.php?Lang=zh-tw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舉辦「臺北 2016 世界郵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534,r2469-1.php?Lang=zh-tw 

 

 修平科技大學舉辦「2016 全國大專智慧型機器人與感測實務應用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535,r2469-1.php?Lang=zh-tw 

 

 「反私菸藝起來」租稅宣導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537,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5學年度卡巴迪運動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539,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39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425,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45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497,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498,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501,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53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53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534,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535,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537,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539,r2469-1.php?Lang=zh-tw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 105下半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物聯網架構概念及其應用發展班」

招生中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09093,r5651-1.php 

 

 輔仁大學職涯工作坊於 11 月 4日至 11月 5日舉辦「分享學職轉換教案與實務應用」，

敬邀有興趣之教職員參加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09179,r5651-1.php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語文中心「105年度華語文師資基礎培訓班」招生，即日起至 11月

28日或額滿為止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09190,r5651-1.php 

 

 逢甲大學謹訂於 10 月 28 日辦 理「2016 Cheers 職涯輔導工作坊」活動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09483,r5651-1.php 

 

 

 

《研發處》 
 AR 技術發表會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oyStKefruThMCdEpQLcCf4HoSwN9tnQrBUfU8NVuMB_onqg/viewfor

m 

 

 經濟部技術處「2017 搶鮮大賽」競賽預計 106年 1 月正式起跑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4a8b46d-1bcc-4a09-8c9b-133ff2614c58&c=menu041 

 

 敬邀參加清大／智財局 10 月 26日「專利檢索」及「專利審查」提升專利能量及價值說

明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005fe59f-b327-4349-b0c4-96c6c19043e7&c=menu041 

 

 科技部徵求「中央與地方防救災情資整合研究試辦計畫」，申請人校內截止日期為 11月

14日下午 5點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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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研院檢送教育部人體研究計畫制式通報表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109087,r3334-1.php?Lang=zh-tw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受理明(106)年度「雅動國際會議及展覽在臺辦理」業務之補助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1307 

 

 第 22屆資訊管理暨實務研討會，稿件截止日展延至 11 月 7 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1309 

 

 「2016國立中山大學智慧友善 X科技生活 X社會企業提案競賽」，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c1732e17-4e67-4dcb-9229-3112d3136c82&c=menu041 

 

 

 

《全球事務處》 
 105年 11 月份出國留遊學獎助說明會(教育部舉辦)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28&lang=big5 

 

 106年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甄選簡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30&lang=big5 

 

 吉林大學第十五屆北國風情冬令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32&lang=big5 

 

 

 

《圖書館》 
 「葉榮鐘的台灣史/傳書寫：林獻堂、梁啟超」座談會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history_201611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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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通中心》 
 因應數位憑證到期，部分服務伺服器異動 

參考網址：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109080,r237-1.php?Lang=zh-tw 

 

 【校園授權軟體更新通知】Windows10 Enterprise (1607 版) 

參考網址：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109477,r237-1.php?Lang=zh-tw 

 

 

 

《人事室》 
 教育部函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函為有關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招募會務人員 1 名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9078,r875-1.php?Lang=zh-tw 

 

 助理登錄系統(SES) 問卷調查，感謝您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9098,r875-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用課本白話文教出寫作力──歡迎報名[月涵學堂]高中國文教學實務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09101,r11-1.php?Lang=zh-tw 

 

 【國際研討會】東亞文學場──台灣／滿州／朝鮮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國際學術研討

會 

參考網址：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680 

 

 

 

《清華學院》 
  初階英文學術寫作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81 

 

 TOEFL & TOEIC 測驗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files/14-1911-109515,r11-1.php?Lang=zh-tw 

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109080,r237-1.php?Lang=zh-tw
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109080,r237-1.php?Lang=zh-tw
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109477,r237-1.php?Lang=zh-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9078,r875-1.php?Lang=zh-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9098,r875-1.php?Lang=zh-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NsLm50aHUuZWR1LnR3L2ZpbGVzLzE0LTEyNzgtMTA5MTAxLHIxMS0xLnBocD9MYW5nPXpoLXR3&b=DGHEGW/c%d1023785672016063/vfghy/26109529556904/DFGBB05800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09101,r11-1.php?Lang=zh-tw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680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81
http://www.lc.nthu.edu.tw/files/14-1911-109515,r11-1.php?Lang=zh-tw


 

 

《藝文活動》 

CLOSE UP──阿巴斯影展 

 

 伊朗電影大師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 1940-2016）於今年

七月，因癌症病逝巴黎醫院，終年 76歲。本次夜貓子電影院精選 11部作品：包括

廣為臺灣觀眾所知的寇科三部曲：《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長流》與《橄欖

樹下的情人》，1997年獲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的《櫻桃的滋味》，還有其他六部在

鏡位、聲音與劇情設計上充滿實驗性的精采作品。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10月 29日。 

2. 地 點：清大合勤演藝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07589,r11-1.php

?Lang=zh-tw。  

 

 

 

 

《演講資訊》 

好自在加溫聊天術 

說明： 

1. 講 者：瑪那熊 。 

2. 時 間：10月 25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行政大樓 168階梯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107101.php。  

 

 

 



 

 

太平洋藝術節與國際志工：我們的南島經驗分享 

 

說明： 

1. 講 者：許明正／人類所碩三、謝佳純／國合會第 17屆吉 

里巴斯資訊志工 

2. 時 間：10月 29日，晚上 7點 30分至 9點。 

3. 地 點：旺宏館清沙龍。 

 

 

 

大學生的理性時間 

 

說明： 

1. 講 者：婦產科醫學會醫師 。 

2. 時 間：10月 26日，中午 12點 10分至 1點 10分。 

3. 地 點：旺宏館 1樓 清沙龍。 

4. 參考網址：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089

04,r2337-1.php?Lang=zh-tw。 

 

 

 

 

 



 

 

縮時攝影：用相機，紀錄時間流動 

說明： 

1. 講 者：陳治平  。 

2. 時 間：10月 27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樓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46。  

 

fMRI研究的倫理議題 

 

說明： 

1. 講 者：詹雨臻助理教授。 

2. 時 間：10月 27日，下午 3點 30分至 6點 20分。 

3. 地 點：旺宏館遠距教室 A。 

4. 參考網址：

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5-1679-108912,c7537-

1.php?Lang=zh-tw。  

 

 

創業必知的財務觀念 

 

說明： 

1. 講 者：林哲群教授／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2. 時 間：10月 27日，下午 2點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 育成中心(近光復路校門) R115。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OHC8

naIoZ5CI6JR5NIbyoQe3vk_oPDt3Cu2JG6Fve5FRvg/viewf

orm。  

 

http://rec.web.nthu.edu.tw/files/87-1679-1988.php?Lang=zh-tw
http://rec.web.nthu.edu.tw/files/87-1679-1988.php?Lang=zh-tw


 

 

【清華教師會演講】傅麗玉教授動畫影片賞析座談 

 

說明： 

1. 講 者：傅麗玉教授。 

2. 時 間：10月 28日，中午 12點 45分至下午 2點。 

3. 地 點：清華名人堂。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Vv_L_-tXJ-b4

ennCXolZ9O4ekEpTxvh8gWWihzuwLeVRxkQ/viewform?c=0&w=1。  

 

 

2016點亮白色勇氣：《活摘》紀錄片公益特映與人權座談會 

說明： 

1. 與 談 人：朱婉琪律師、鄒國蘇醫師 。 

2. 時 間：10月 29日，下午 2點至 4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F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49。  

 

【數學系專題演講】Quaternionic loci in Siegel's modular threefold 

說明： 

1. 講 者：楊一帆 教授／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2. 時 間：10月 17日，下午 4點至 5點。 

3. 地 點：Lecture Room B，綜合三館 4F。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39。  

 

 

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49


 

 

【化學系專題演講】Multicomponent Catalytic Synthesis of Organoboron 

Compounds for Scalable Synthesis of Natural Products 

說明： 

1. 講 者：Prof. Amir H. Hoveyda／Boston College Chemistry。 

2. 時 間：10月 25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化學館 R121。 

4.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5522,r294-1.php?Lang=zh-tw。  

 

【化學系專題演講】Strategic Design of Organic Materials for High Performance 

Photovoltaics 

說明： 

1. 講 者：Prof.林建村／中央研究院化學所。 

2. 時 間：10月 26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4.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5522,r294-1.php?Lang=zh-tw。  

 

【化學系專題演講】Self-Assembly of Amphiphilic Janus Glycodendrimers: a 

Straightforward Access to Multi-tasking Liposomes 

說明： 

1. 講 者：Prof. René ROY／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 Canada。 

2. 時 間：10月 26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 地 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4.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5522,r294-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巨量資料的原理與應用 

說明： 

1. 講 者：余孝先博士 。 

2. 時 間：10月 26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資電館地演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9358,r67-1.php?Lang=zh-tw。  

 



 

 

【工科系專題演講】車魂人生，龐德汽車夢 

 

說明： 

1. 講 者：鄭程軒(龐德)／ NEWS98電台「汽車俱樂部」節目主持人。 

2. 時 間：10月 19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20分。 

3. 地 點：工科館 NE69演講廳。 

4. 參考網址：

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08782,r1602-1.php?Lan

g=zh-tw。  

 

 

【台文所專題演講】在失語的創傷情境中書寫──「櫻之聲」紀錄片放映暨導演黃

明川映後座談 

 

說明： 

1. 講 者：黃明川導演、李癸雲教授、柳書琴教授。 

2. 時 間：10月 19日，上午 10點 10至下午 1點 10分。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A202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669。  

 



 

 

 

【學科所專題演講】「明日學校」以「興趣驅動學習」模式發展課程 

 

說明： 

1. 講 者：陳德懷講座教授／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

究所。 

2. 時 間：10月 27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20分。 

3. 地 點：第二綜合大樓 B棟 4樓 410視訊會議室。 

4. 參考網址：

http://ils.nthu.edu.tw/files/14-1082-109522,r400-1.p

hp。  

 

 

【統計所專題演講】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based unsupervised feature 

extraction applied to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說明： 

1. 講 者：Professor Y-h. Taguchi／Department of Physics, Chuo University, Japan。 

2. 時 間：10月 28日，上午 10點 40分至 12點。 

3. 地 點：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109405,r585-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