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大運排球賽在清華 百位學生志工出動 

 排球迷看過來！世界大學運動會首次在台灣舉行，清

華大學不缺席，男子排球預賽及排名賽 20 日起，在本校

體育館火熱開打。50 位訓練有素的本校學生擔任競賽助

理，負責記分、撿球、擦地等工作，還有上百位本校學

生登記為志工，不少人為此放棄原規畫的暑期實習，也

要把握參與國際賽事的難得機會。 

 排球賽工作人員中有不少是清華排球校隊隊員，這幾

天看著加拿大、澳洲、俄羅斯等國的選手訓練，受益良

多。賀陳弘校長也在 17 日下午帶著運動飲料探望熱血志

工們，不忘鼓勵學生「有時間可多與外國選手互動交流」，

他也前往維安室向辛苦的警察致意，謝謝為世大運付出

的每一位幕後尖兵。 

 排球校隊成員、動機系學生陳靖說，她從小學四年級

接觸排球，一打就是 13 年，對日本、香港、俄羅斯等排

球名將如數家珍。今年 4 月得知世大運要招募學生擔任

工作人員，心情超級興奮，原本擔心與課業及原訂的實

習計畫衝突，沒有馬上報名，反而是老師鼓勵「別實習

了，去參加世大運吧！」 

 陳靖決定放棄實習機會，填寫完工作人員報名表時，

只剩下最後兩個名額，她此次的工作是坐在場邊協助攻

守記錄。陳靖笑說，若看到平時關注的球員，一定會湧

起想上前要簽名的衝動，但把眼前該做的工作做好才是

最重要的，「默默在一旁當個小粉絲，在心裡開小花也很

好。」 

 女排隊員、計財系學生王怡婷同樣難掩興奮，她接觸

排球運動10年，除了打球，她也是熱血的排球比賽觀眾，

最愛在網路上搜尋各國排球賽事、企業聯賽影片。她得

知世大運招募工作人員，第一時間就填好報名表。 

 同是排球隊員的化學系學生卓憲良則擔任擦地員，中

文系學生蔡瓅萱登記成為場外志工，他們都十分期待下

周登場的賽事。 

 本校為迎接世大運盛會，斥資 4500 萬元整修已落成

25 年的體育館，包含淋浴間、洗手間、照明燈光和空調

設備，也增加觀眾席數量，符合國際賽事標準。體育室

在翻新工程中還驚喜發現，使用至今已 25 年的楓木地板

仍完美無缺，絲毫沒有翹起或凹陷。 

 「這片地板真是體育館的驕傲！」體育室人員表示，

楓木彈性極佳，如 NBA 球場等專業運動場館即多採用楓

木地板，清華當初興建體育館時，就遠從美國進口楓木

板材，並先置放在體育館預定地一年，讓木頭適應台灣

氣候變化才施工，如今狀況如新，都要感謝當時修建體

育館主事者的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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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準備好了！」本校排球隊期待世大運來臨，隊員們屆

時將在場邊擔任競賽助理，近距離感受世界級球賽魅力。 

本校斥資 4500 萬整修體育館照明及空調設備，排球校隊隊

員在場中小試身手。 

世大運排球在清華，賀陳弘校長帶來運動飲料探望熱血志工

們，鼓勵學生「有時間可多與外國選手互動交流」。 

世大運排球賽在清華，50名競賽助理各司其職，幫助比賽順

利進行。 

  

 

 

 

 

 

 

 

 



 

 

清華大學、工研院與律師公會聯手培育「高科技律師」

 科技業、法律界不再「隔行如隔山」！本校與新竹市

律師公會、工研院三方共同舉辦「科技律師學苑」課程，

學員猶如吃下「翻譯蒟蒻」，打破科技業與法律界溝通藩

籬。51 位來自全台的執業律師背起書包重返校園，經過

9 周課程加持，成為首批「高科技法律」律師。 

 「科技律師學苑」針對法律實務與科技產業設計課程，

包含國際商務、智慧財產、科技法律實務與英文商務合

約、國家科技產業趨勢與發展規劃。8 月 12 日舉行首屆

科技律師結訓暨授證典禮，蔡英文總統也拍賀電致賀。 

 前副總統吳敦義先生親臨授證典禮致賀，他表示，科

技產業創造許多就業機會，但技術一日數變，專利及應

用都需要律師的協助，以避免不必要的侵權等糾紛。他

很敬佩規劃這項全國首創課程的人士，包括新竹市律師

公會、清華大學及工研院，最後祝各律師事務所「家家

都賺錢」。 

 「很有收穫！」民國93年考取律師執照的鄭勤蓉律師，

專長是會計、稅法，自歐洲留學回國後在台南與高雄執

業。她發現，當中南部企業碰上繁雜的商務科技法律問

題時，仍習慣北上找律師，這次重拾書本進修，希望為

客戶提供更好服務。課程中透過大企業法務長專業分享

及涉外案件課程的學習，增強自己商務法律服務的深度

及廣度。 

 鄭律師舉例，像是在英文合約審閱課程中，大企業法

務長特地為學員們一一修改英文合約，學到自己與法務

長的審閱觀點有何不同，更能為企業控管法律風險，也

能更貼近產業需求。此外，智慧財產權涉外處理課程，

能了解中小型的律師事務所如何連結國外律師，對企業

客戶提供更精緻的涉外法律服務。 

 「過去所受的法律訓練就缺乏這一塊。」成鼎律師事

務所戴家旭律師說，會重返校園就是期許自己能與國際

接軌，台灣經貿對外發展需要律師協助，但這樣的律師

又非常缺乏，台灣律師若只做國內業務非常可惜。 

 戴律師進一步分享，透過課程更瞭解了解晶圓代工的

行業，原來與專利法等智慧財產權法息息相關。台灣的

高科技代工在國際間名聲響亮，律師們也應學會如何運

用法律保護自己的代工技術，「若未來還有機會再進修，

希望再深入認識移民相關法律及東南亞相關經貿、法學。」 

 新竹律師公會楊明勳理事長表示，律師資格考改制後

及格率提升、律師人數也增加，在公平競爭下律師也須

自我進修、提升服務品質與領域。新竹市擁有科學園區

地理條件，科技產業的法律需求極高，首次舉辦的「科

技律師學苑」課程就是為了培養相關人才，滿足高科技

產業法律需求，也能開拓律師服務市場。 

 本校科技法律研究范建得所長說，企業遇到跨國法律

問題需要聘請律師擔任跨國仲裁人，此次邀請資深法律

實務專家分享處理國際與兩岸的訴訟、仲裁實務經驗，

學員拿到結業證書後，踏出「跨國仲裁人」的第一步！ 

 范所長指出，傳統法律人的養成在較少著墨科技領域，

大多數法律人沒有機會去瞭解科技與科技產業的需求，

清華提供進修機會，當新興科技遇到法律障礙時，這批

學員就是「幫得上忙」的法律人。 

 本校科法所的科技律師學苑課程今年 6 月開課，原訂

招收 40 個名額，消息一出就吸引全台律師詢問，因而增

開至 53 個名額，其中有 7 成都已有碩博士學位，最後有

51 位順利取結業證書，並拿下 3 個學分。 

 范建得所長說，有許多人每周不辭辛勞從中南部趕來

上課，從學員們上課的眼神就能看出他們收穫豐碩，課

程也獲得好評，未來還會視產業需求設計更專精的科技

產業課程。 

 本校陳信文副校長當天也親臨授證典禮致賀，恭喜這

51 位學員成為清華大學校友。 



 

 

  
清華大學科法所范建得所長(左二)勉勵學員繼續進修。 4位律師展示她們獲頒的科技律師證書。 

  

 
前副總統吳敦義親臨科技律師學苑授證典禮，第一排左三起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長范建得、新竹律師公會理事長楊明勳、前

副總統吳敦義、清華大學副校長陳信文、工研院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主任王鵬瑜。 



 

 

 

賀 工科所葉宗洸教授、王美雅博士及苑主用同學榮獲 105年「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

究計畫」核能安全科技領域優良計畫 

  

賀 資工系蔡霈萱、林子揚，電機系李茂睿、陳柏翰、林畇劭 5位同學榮獲聯詠科技碩

士班獎學金 

  

賀 電機系張光漢、資工系陳衍昊 2位同學榮獲聯詠科技博士班獎學金 

  

賀 工工系瞿志行教授獲得台灣發明專利「擴充實境中基於深度攝影機之遮蔽邊緣品質

改善方法」 

  

賀 生科系吳雨潔及生科院學士班戴禎逸 2位同學榮獲「105 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研究創作獎」 

 

 

 

《秘書處》 
 校友相關服務事項公告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22691,r4272-1.php?Lang=zh-tw 

 

 [清華人故事館] 黃以萱在「印花樂」找到人生新定位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22663,r4272-1.php?Lang=zh-tw 

 

 香港清華同學會率團來訪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22652,r4272-1.php?Lang=zh-tw 

 

 

 

《教務處》 
 106學年度上學期文化資產教育學程學分班【隨班附讀】開始受理報名至 9月 22 日止 

參考網址：http://ndcee.web.nthu.edu.tw/files/14-1970-122422,r2-1.php?Lang=zh-tw 

 

 本校 106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第 27次備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122875,r219-1.php?Lang=zh-tw 

 



 

 

 歡迎參加嘉南藥理大學資訊多媒體應用系辦理「智慧健康數位電子書 ebook 教師研習」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25 

 

 

 

《學務處》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誠徵視覺障礙學生擔任工讀及見、實習工作相關支持服務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2751,r5633-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6學年度壁球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2698,r2469-1.php?Lang=zh-tw 

 

 Taiwan Photo台灣攝影藝術博覽會志工夥伴熱情招募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2697,r2469-1.php?Lang=zh-tw 

 

 開學前後學生搬遷宿舍機車入校方式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22753,r1539-1.php?Lang=zh-tw 

 

 7月份失物招領公告，請失主至本校水木餐廳二樓生活輔導組簽名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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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租屋停看聽－租屋懶人包（房客篇），詳如下列網址 

參考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VF_l2pL1_Y 

 

 新北市租屋停看聽－租屋懶人包（房東篇），詳如下列網址 

參考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DGXZQkBog 

 

 大學部轉學生床位表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22839,r1538-1.php?Lang=zh-tw 

 

 歡迎參加 Maker Faire Taipei 技藝技能暨 IoT創客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2757,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有關校本部三家金融機構至南大校區辦理教職員工生開戶事宜，即日起至 10 月 5 日止

開放預約開戶，詳情公告請參閱南大校區開戶專區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122705,r47-1.php?Lang=zh-tw 

 

 為配合年度保養，游泳池將於 9月 2 日上午 9點至下午 5 點暫時停電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22706,r992-1.php?Lang=zh-tw 

 

 即日起至 8月 29日為配合世大運，體育館周邊實施交通管制，詳細說明參見下列網址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122717,r51-1.php?Lang=zh-tw 

 

 即日起校園公車北校門下車處改至化學館圓環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22779,r1065-1.php?Lang=zh-tw 

 

 即日起至 8月 31日進行南大校區體健大樓週邊木棧道施工，期間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22805,r1068-1.php?Lang=zh-tw 

 

 大草坪路燈即日起至 10 月 9日進行更新作業，作業期間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22820,r992-1.php?Lang=zh-tw 

 

 

 

《研究發展處》 
 司徒文主任於 7 月 31日圓滿卸任亞洲政策中心主任 

參考網址：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122718,r4068-1.php?Lang=zh-tw 

 

 Funding Opportunity (Hakka Affairs Council)[Grant program for universities to 

develop Hakka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Hakka academic research]客家委員會函

送該會 107年度「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及「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自 9月 1 日起至 30 日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25 

 

 

 

 



 

 

《圖書館》 
 歡迎學長姐帶領新生們前來圖書館參加導覽，請先線上填寫參觀時間 

參考網址：https://goo.gl/forms/nDxGHFtlvdyO7n2Y2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停機通知】iLMS將於 08月 22日上午 9 點至下午 1點暫停服務，請老師、同學留意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122694,r240-1.php?Lang=zh-tw 

 

 8月 22日至 25 日將進行學生宿舍區明、平、善、華、仁、雅、靜、新齋網路機房維護

工程，網路中斷詳情請見下列網址，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參考網址：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170816_01 

 

 

 

《產學合作營運中心》 
 清華大學【創新創業 Boot Camp】，9 月 7 日至 8日正式開跑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24b54f50-6c61-4563-9baa-099d7bcdd328&c=menu041 

 

 敬邀參加「第十一屆波蘭國際發明展」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e03b8ce5-ce9e-466d-88d3-7bb9db50a9ed&c=menu041 

 

 申請科技部 106 度「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即日起至 8 月 25 日止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2524950e-901b-4b6c-b480-3ee04fea9b4c&c=menu041 

 

 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我的青春宣言」開始報名，即日起至 10月 13 日，上傳夢想計畫

即有機會獲得圓夢總獎金 300 萬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5dd4285-89b8-4274-82db-a8689ad0e70f&c=menu041 

 

 



 

 

 敬邀參加「2017 年香港創新科技國際發明展」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9fc82d5c-ea42-4c06-81ba-bd472e81138d&c=menu041 

 

 敬邀參加「2017 第十三屆烏克蘭國際發明展」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c3fda197-d79b-461b-ba44-25004c4f8eb5&c=menu041 

 

 康寧創星家－創新應用競賽「頂尖創新對決」，即日起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912b47d-ecce-417f-a61a-eb857f4e3288&c=menu041 

 

 歡迎報名 9月 22日清華大學【新點子論壇】主題四：綠能材料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cii/Idea20170922.html 

 

 

 

《人事室》 
 申請 106 學年度上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請於 9月 25日前送交人事室)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3775,r875-1.php?Lang=zh-tw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9月 18日舉辦「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2732,r2506-1.php?Lang=zh-tw 

 

 中央研究院 8月份「知識饗宴」訂 22日晚間於學術活動中心舉辦，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2730,r2506-1.php?Lang=zh-tw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辦理「桃園市原住民族歲時祭儀－魯凱族男人祭（Irisi ki 

sawvalay）」活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2869,r2506-1.php?Lang=zh-tw 

 

 

 

 

 

 



 

 

《主計室》 
 【提醒】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截至 8月底經費執行率應達 40%，請各單位儘速規劃執行，

俾利執行率之達成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122709,r1160-1.php?Lang=zh-tw 

 

 

 

《師資培育中心》 
 【校本部】106 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新生備取第二次遞補名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2754,r48-1.php?Lang=zh-tw 

 

 師資培育法新法將於民國 107 年 12 月 1 日正式施行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2809,r1152-1.php?Lang=zh-tw 

 

 

 

《理學院》 
 敬請參加科技部活動：學生 AI前瞻研討會 Students in AI Workshop 

參考網址：http://cms.web.nthu.edu.tw/files/14-1940-122748,r5903-1.php?Lang=zh-tw 

 

 

 

《工學院》 
 MATLAB單機免費試用，詳見下列網址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702 

 

 化工所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至 9月 30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2051 

 

 財團法人樹本教育基金會獎學金申請至 8 月 25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2050 

 

 化工系上學期必修課分組名單，詳如下列網址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2024 



 

 

 《原子科學院》 
 本校原子科學院公開徵求院長啟事，自 10月 1日止 

參考網址：http://nuclear.web.nthu.edu.tw/files/14-1169-122801,r2285-1.php?Lang=zh-tw 

 

 MATLAB單機版試用申請，詳見下列網址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ezfiles/107/1107/img/3023/MATLAB_trial_WEB.htm 

 

 

 

《生命科學院》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碩士班書報討論分組名單，詳見下列網址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611 

 

 

 

《電機資訊學院》 
 旺宏電子 107年度研發替代役甄選活動(提供報名早禮 ASUS 行動電源)，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com.web.nthu.edu.tw/files/14-1007-122617,r338-1.php?Lang=zh-tw 

 

 【招生重要公告】107學年度起通訊所碩士班甄試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碩士班招生變更

考試方式 

參考網址：http://com.web.nthu.edu.tw/files/14-1007-118014,r18-1.php 

 

 資工系－秋季博士班資格考報名及考試日期公告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2789,r66-1.php?Lang=zh-tw 

 

 光電所教授領域簡介公告 

參考網址：http://ipt.web.nthu.edu.tw/files/14-1239-116770,r2872-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校外】東協文化與經貿發展見習計畫(泰國版)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122619,r1853-1.php?Lang=zh-tw 



 

 

 【榜單】106學年度 MBA 碩士在職專班(國軍招生分組班)正取生榜單及報到說明(含報到

須知) 

參考網址：http://emba.nthu.edu.tw/files/14-1178-122746,r1903-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體育館及重訓室因世大運於即日起至 8月 29日暫停開放及配套措施，詳如下列網址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游泳池即日起至開學前，上午 10點至中午 12點改為開放六水道，請各位愛游泳人士多

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竹師教育學院》 
 【戊組】服務學習課程請記得選修 

參考網址：http://ec.web2.nhcue.edu.tw/files/14-1014-35133,r4-1.php?Lang=zh-tw 

 

 【戊組】本院各系基礎探索課程建議，請參照下列網址 

參考網址：http://ec.web2.nhcue.edu.tw/files/14-1014-35132,r4-1.php?Lang=zh-tw 

 

 本院各系第一專長及第二專長名稱，請參照下列網址 

參考網址：http://ec.web2.nhcue.edu.tw/files/14-1014-35131,r4-1.php?Lang=zh-tw 

 

 歡迎參加教育與心智科學研究中心－【前瞻教育研究增能工作坊】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XdqWJJL5C7jFpbtUkECurTFxPmCRFuN0fB5dt95aa-T5hGQ/viewfor

m 

 

 配合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4 條規定，請 105學年度起取得師資生資格之學生，務必修

習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二課程 

參考網址：http://delt.web2.nhcue.edu.tw/files/14-1017-35135,r1-1.php?Lang=zh-tw 

 

 



 

 

 106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系師資生錄取名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dse.nthu.edu.tw/app/news.php?Sn=1234 

 

 體育系舊生註冊須知 

參考網址：http://dpe.web2.nhcue.edu.tw/files/14-1026-35137,r6-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專題演講】：Topological quasicrystals: theory and 

experiment 

說明： 

1. 講 者：Prof. Eric Akkermans／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at Technion。 

2. 時 間：8月 22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第三綜合大樓 4樓 Lecture Room A of NCTS。 

4. 參考網址：http://www.phys.cts.nthu.edu.tw/act3/seminar_news.php?Sn=1918。  

 

 

 

【統計所專題演講】：Variable selection and structure identification for 

varying coefficient Cox models 

說明： 

1. 講 者：Prof. Toshio Honda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2. 時 間：8月 23日，上午 10點 30分至中午 12點。 

3. 地 點：第三綜合大樓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122520,r585-1.php?Lang=zh-tw。  

 

 

 

 

 

 

 



 

 

【通訊所專題演講】：Data Aided Channel Estimation in Massive MIMO Systems 

說明： 

1. 講 者：Prof. Li Ping／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 時 間：8月 22日，下午 2點 30分至 4點。 

3. 地 點：台達館 304室。 

4. 參考網址：http://com.web.nthu.edu.tw/files/14-1007-122432,r16-1.php?Lang=zh-tw。  

 

 

 

【服科所專題演講】：Handling the heterogeneity in genomic datasets 

說明： 

1. 講 者：Prof. Patrick Y.K.CHAU／Director,School of Business,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 時 間：8月 23日，上午 9點 30分。 

3. 地 點：台積館 530A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iss.nthu.edu.tw/news-and-events/announcementseminartalkonaugust23wed930byprofpatrickykch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