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桌球隊奪大專盃男、女團體雙料冠軍 
 本校桌球隊參加本屆全國大專盃桌球賽，5 月 2 日獲得一般

組(非體育系學生)桌球團體賽的男子組及女子組雙料冠軍。消

息傳回校內，師生都開心不已。選手表示，總算對長期資助桌

球隊的畢業學長們有交代了。 

 本校桌球隊向來是大專盃的勁旅，9 年來已第五度獲得男、

女團體雙料冠軍，前四次分別在 98、100、101、102年。去年

也獲得女團冠軍、男團亞軍的佳績。今年除了團體有好成績，

游家睿還榮獲男單金牌，蔡有泰、鄭瑞翔勇奪男雙金牌。 

 桌球隊吳德成教練將勝利歸功於選手的努力，及學校、校友

的支持。男女桌球隊包括博、碩及大學部學生，部分球員更從

大一打到博班，上千小時的勤練，為本校立下許多汗馬功勞。 

 太陽能導電漿大廠碩禾總經理黃文瑞校友，求學時也是桌球

隊一員，如今資助本校桌球隊每年 40 萬元的經費; 美商祥茂

光電(AOI)創辦人林誌祥每年也捐助桌球隊 15萬元，且承諾持

續 10 年。球員們都說，今年得到好成績，總算能對得起學長

了。 

 吳德成教練領軍有方，也是桌球隊奪冠的關鍵。他表示，建

立陪練及二軍制度，可確保年年都交出好成績。陪練制度包括

由體資、體保生陪練一般生、男團二軍陪練女團等，整體提升

球員實力。招收二軍的制度，則確保桌球隊的一軍人才不虞匱

乏。 

 男團隊長蔡有泰說，今年的團體金牌之路實在不好走，能度 

過好幾次大危機，最終拿到雙料冠軍，靠的就是團隊精神及永

不放棄的信念，臨場發揮出殺氣、霸氣、靈氣，展現韌性，才

能化險為夷、克敵制勝。 

 今年的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在台東舉行。男團預賽先以 4:2

擊敗義守大學，4:0 橫掃南台科大，再以 4:1 力退強校台灣大

學;複賽跟宿敵交通大學再次狹路相逢，最後以 4:3力克交大，

保持連續 9年在大專盃對上交大的不敗紀錄。 

 男團在準決賽(四進二)中，籤運不佳抽到今年的奪冠大熱門

台北科大，數度在危機中逆轉取勝，最終以 4:3有驚無險地拿

到冠亞軍決賽門票。男團原以為決賽會再次遭遇台灣大學，但

陽明大學才是本次賽會中最大黑馬，一路挺進到冠亞軍賽，本

校最終以 4:2擊敗陽明，拿到一般男團的冠軍。 

 女團預賽一開始以 2:3輸給中興大學，後以 3:2扳倒勁敵東

海大學，3:0 橫掃高雄醫學大學，以亞軍進入複賽，力克長庚

大學，以 3:1拿下勝利。準決賽面對中區得冠以來勢如破竹的

逢甲大學，靠著第一點拿下她們主力單打，士氣壓過對手，最

後3:1進入冠亞賽。決賽再度遇到東海大學，以 3:1取得冠軍。 

本校男女桌球隊主力選手名單: 

男團:游家睿、劉旭清、柯若博、王建勛、蕭亘谷、魏嘉彥、

鄭瑞翔、蔡有泰、劉文翔、陳仕融、謝劭偉 

女團:辛璧宇、卓思辰、洪瑜伶、陳奕君、許家瑜、吳柏瑤、

陳映蓉、李靜雯、鄧佳琳、陳綾瑄 

  
本校女子桌球隊獲得大專盃桌球賽一般組團體冠軍。 本校男子桌球隊獲得大專盃桌球賽一般組團體冠軍。 

國國國立立立清清清華華華大大大學學學簡簡簡訊訊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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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食安論壇  校友吳焜裕立法委員回母校專題演講 

 清華食安論壇 5月 3日邀請立法院吳焜裕委員，針對近來食

安事件風險評估及日常飲食之有害物質等議題進行專題演講，

內容精彩豐富、吸引近百位師生及公眾參與，座無虛席。 

 近年食安事件頻傳，2008年三聚氰胺、2011年塑化劑、2013

年毒澱粉及 2014年黑心油等事件震撼人民對政府管制的信心。

吳委員為本校化工系畢業校友，亦為台大公衛學院教授、台灣

風險分析學會會長，本次以深入淺出且鉅細彌遺的方式，除剖

析不肖業者摻偽假冒、不當添加、規避檢驗外，更同時探討食

品容器、加工肉品健康風險、飲用水、食源致癌物質等問題。 

 吳委員也指出，並非食品一旦含有對健康有疑慮之物質就完

全不能食用，生活中的有害物質是不可避免的，重點在於如何

以科學為基礎進行客觀風險評估。吳委員認為，食品安全的管

理應採取「從農產到馬桶的食品安全預防策略」，即以產地、

製造、處理、儲存、運輸、銷售、消費到馬桶等整個過程作為 

管理標的，方能制定有效的食品安全政策。 

 吳委員最後建議，我國應成立食品安全委員會與獨立風險評

估機構，以執掌食品安全政策與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並積極培

養食品安全領域專業人才。當然，食安決策過程均須透明公開

與充分溝通。 

 今年本校首次舉辦「清華食安論壇」，共有八場跨領域演講，

為期兩週。論壇第一週由科法所林勤富助理教授從法律角度討

論食品安全標準與國際貿易議題、醫工所鄭兆珉副教授從科技

角度分享食品安全檢測試片的研發經驗、行政院食安辦公室蔡

淑貞副主任從政府角度說明食安管制政策、及食品工業發展研

究所廖啟成所長從產業角度探討企業自主管理。本週更將有長

庚醫院顏宗海醫師、社會所李丁讚教授、科法所連孟琦助理教

授演講。論壇主題豐富多元，歡迎各界踴躍參加。

  
清華食安論壇，校友吳焜裕立法委員回母校專題演講。 校友吳焜裕立法委員回母校演講，吸引近百位師生及公眾參與。 

 

 

 

 

 

 



 

 

《祕書處》 
 「性平專案──我眼中的性別平等：攝影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101307,r805-1.php?Lang=zh-tw 

 

 

 

《教務處》 
 2016 暑期課程資訊(Summer Intensive Program)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102791,r1275-1.php?Lang=zh-tw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學會辦理「卓越教學品質研討暨專業學門教育認證授證典禮」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22 

 

 國立臺灣大學舉辦「為何教學需要翻轉？FACULTY+推廣大會」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 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20 

 

 佛光大學辦理「自主學習成果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19 

 

 中原大學於 5月 11 日舉辦「104－2 產業學院學程博覽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25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辦理 105 年度中區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APIC好就業、就

好業「2016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地勤人員訓練研習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24 

 

 中原大學舉辦講座「多媒體教材製作及後製編輯-Evercam」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27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磨課師(MOOCs)線上開放課程「餐廳科技管理與應用實務」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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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舉辦「數位學習與磨課師(MOOCs)課程執行經驗 與成果

分享」專題演說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37 

 

 遠東科技大學辦理「104-105 教學卓越計畫研習活動－數位教材研習:Captivate」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36 

 

 國立中正大學舉辦「磨課的探尋與紀錄」講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35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做中學」教學精進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34 

 

 國立高雄大學舉辦磨課師工作坊「教師增能──影片拍攝及後製基本概要」專業講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33 

 

 國立中正大學舉辦「您也可以這樣教、這樣學！用 1Know 翻轉你的學習」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32 

 

 國立中央大學辦理「iWonder 教學互動系統──師生互動的好幫手 」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31 

 

 國立宜蘭大學舉辦「國立宜蘭大學 90周年校慶暨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30 

 

 玄奘大學舉辦「2016 高等教育教學實務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29 

 

 

 

《學務處》 
 4 月失物招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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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舊生】減免學雜費，於 6月 1日至 6月 8日辦理 

參考網址：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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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至 5月 31日清齋(ABCDE棟)各樓層走道上方減壓閥維修工程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02532,r2223-1.php?Lang=zh-tw 

 

 即日起至 5月 13日平齋 1樓廁所(與明齋共用廣場)排糞管滲漏維修工程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02681,r2223-1.php?Lang=zh-tw 

 

 為瞭解同學們對齋長所提供各項服務品質的需求與滿意程度，學生住宿組將於 6月 1日

至 6月 15日開放問卷填寫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02831,r1538-1.php?Lang=zh-tw 

 

 三社聯合舞展──舞夜場，5月 12日晚上 7點在大禮堂演出(免費入場)，歡迎共同欣賞

一場美好的藝術饗宴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HU.danceclubs 

 

 轉知「大跑步計畫」修正案乙份，請持續鼓勵學生「零存整付，累計里程，快樂跑步，

儲蓄健康」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02466,r1204-1.php?Lang=zh-tw 

 

 蘭州大學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學子牽手絲綢之路行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506,r4243-1.php?Lang=zh-tw 

 

 2016 上海交通大學──海峽兩岸大學生文化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741,r4243-1.php?Lang=zh-tw 

 

 第六屆三好校園實踐學校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474,r2469-1.php?Lang=zh-tw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英文創意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475,r2469-1.php?Lang=zh-tw 

 

 「遊水庫，寫故事」徵文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477,r2469-1.php?Lang=zh-tw 

 

 政治大學點亮教育團隊點燈人科系介紹影片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556,r2469-1.php?Lang=zh-tw 

 

 第四屆臺灣國際客家文化藝術季《林昭亮．精彩客家》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562,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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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好文化基金會「再生藝術工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566,r2469-1.php?Lang=zh-tw 

 

 放視大賞數位內容競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567,r2469-1.php?Lang=zh-tw 

 

 高雄電影節國際短片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576,r2469-1.php?Lang=zh-tw 

 

 天和鮮物「天然健康、覆熱即食」創意料理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583,r2469-1.php?Lang=zh-tw 

 

 「2016樂壇新星」甄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588,r2469-1.php?Lang=zh-tw 

 

 嘉義市節慶管樂團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590,r2469-1.php?Lang=zh-tw 

 

 105 年度全國僑生社團菁英幹部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727,r2469-1.php?Lang=zh-tw 

 

 蒙藏委員會謹訂於 6 月 4 日、6月 5 日舉辦「蒙藏委員會援外志工培訓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729,r2469-1.php?Lang=zh-tw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將於 7月 9日至 7月 10日舉辦「2016第四屆科學玩意節」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732,r2469-1.php?Lang=zh-tw 

 

 105 年度原舞傳藝獎助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733,r2469-1.php?Lang=zh-tw 

 

 「2016 Pakelang 八歌浪‧藝起來」第九屆全國大專院校原住民族傳統樂舞競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737,r2469-1.php?Lang=zh-tw 

 

 衛生福利部中區兒童之家「感恩成長園」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739,r2469-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即日起受理 105 年度大專院校社團服務性活動經費贊助申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740,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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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大專學生登山安全訓練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744,r2469-1.php?Lang=zh-tw 

 

 金僑獎活動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746,r2469-1.php?Lang=zh-tw 

 

 台灣癲癇醫學會辦理第十四屆「人間有情-關懷癲癇徵文比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747,r2469-1.php?Lang=zh-tw 

 

 桃園國際英語村──快樂村營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748,r2469-1.php?Lang=zh-tw 

 

 LEXUS 新銳影展：大專院校生創意短片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788,r2469-1.php?Lang=zh-tw 

 

 新竹市 105年度市長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814,r2469-1.php?Lang=zh-tw 

 

 第七屆實踐盃全國大專院校射箭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817,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4學年度健美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818,r2469-1.php?Lang=zh-tw 

 

 中央大學辦理「企業 E化人才培訓營 SAP 暑期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836,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觀光工廠促進協會辦理「中華民國 518觀光工廠日」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837,r2469-1.php?Lang=zh-tw 

 

 文化部 2016iMatch「文創之星創意加值競賽」延期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838,r2469-1.php?Lang=zh-tw 

 

 佛光大學舉辦「2016 國際青年生命禪學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839,r2469-1.php?Lang=zh-tw 

 

 明財經科技大學舉辦「2016 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840,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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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大學舉辦「2016 淡水商圈創意行銷企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842,r2469-1.php?Lang=zh-tw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辦理「2016 臺南老店‧創意愛現──文化創意提案募資獎勵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843,r2469-1.php?Lang=zh-tw 

 

 醒吾科技大學舉辦「2016 全國技專院校英語簡報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844,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105 年每月飲水機保養與維護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02550,r127-1.php?Lang=zh-tw 

 

 停電通知──定期年度大保養停電檢測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02561,r992-1.php?Lang=zh-tw 

 

 

 

《研發處》 
 敬邀參加工業技術研究院 2016年度工研院【無形資產評價】種子師資認證班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788e590-970f-4261-8b3c-be35c0f47041&c=menu041 

 

 敬邀參加陽明大學 2016【專利分析與布局競賽】，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0bca3a6f-ef1c-45ff-910d-d1e8064f1450&c=menu041 

 

 105 年度「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U-start) 申請說明會，開始報名囉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6558872b-8e94-4d78-9f28-29f9fed63885&c=menu041 

 

 科技部與原能會共同推動 106 年度「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自即日起公開徵

求計畫構想書，至 5 月 24 日截止收件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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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4日元培科大舉辦 105年度人體與人類行為研究倫理講習班(初階)教育訓練，歡迎

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rec.web.nthu.edu.tw/ezfiles/679/1679/attach/63/pta_46316_684204_74808.pdf 

 

 5 月 20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舉辦「研究倫理工作坊(二)」，歡迎本校師生同仁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aps.ncue.edu.tw/sign_up/show_crs.php?crs_seq=29823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科技館｣，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eb4d80b-0bce-4ac0-9ae6-e22e0145125a&c=menu041 

 

 科技部與原能會共同推動 106 年度「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自即日起公開徵

求計畫構想書，至 5 月 24 日截止收件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1194 

 

 6 月 1日晚上科技人文講座五：【智慧型機器人】──明日世界 ING 

參考網址：http://dtc.web.nthu.edu.tw/files/13-1008-101558.php 

 

 有關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大型儀器之執行及管考規定，請參閱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1197 

 

 2017／2018 Fellowship Opportunity at Durham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98 

 

 Call for Nominations for the Year 2016-THE RAYMOND & BEVERLY SACKLER 

INTERNATIONAL PRIZE IN BIOPHYSICS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3&i=1196 

 

 

 

《全球事務處》 
 2016 年科技部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交流協會合作選送國內博士生暑期赴日本研究核定

補助名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20&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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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州大學第三屆海峽兩岸文化遺產友好使者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19&lang=big5 

 

  哈爾濱工業大學第二屆快舟學子夏季學期工科學校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18&lang=big5 

 

 東北師範大學 2016 海峽兩岸大學生夏令營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23&lang=big5 

 

 東南大學 2016 海峽兩岸青年領袖創新創業研習營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22&lang=big5 

 

 東京工業大學能源與環境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21&lang=big5 

 

 本校已和澳洲南澳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續簽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25&lang=big5 

 

  浙江大學科學傳播能力提升訓練營 (日期調整第二波招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24&lang=big5 

 

 秋季國際教育展學生翻譯企劃大使招募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26&lang=big5 

 

 北京清華大學第八屆 「中華文化：傳統與現代」兩岸三地大學生主題交流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27&lang=big5 

 

 

 

 

《圖書館》 
 台灣 IEEE投稿專題講座 

參考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ZTwNb2NTqPC38VF4CQXH2QH6DeLUwDmx1MJIAQ99NUM/viewform 

 

 即日起至 6月 5 日主題書展──公務人員專書展:悠遊書海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resource/holding_recommend/105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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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社分館──圖像大英：《欽藏英皇全景大典》的英吉利風情演講暨館藏介紹！5 月 27

日上午 10點至 12點，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hslib_ex_20160527.htm 

 

 5 月 12日晚上 11點至 5 月 13日上午 6 點圖書館停電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聯盟」105年度電子書選購試用開跑囉 

參考網址：

http://www.tw-elsevier.com/index.php?act=show_all,http://taebc.ebook.hyread.com.tw/taebcTrial.jsp 

 

 airitiBooks 華藝中文電子書自即日起更名為「iRead eBook 華藝電子書」，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 

 

 5 月 19日，課程 Scopus 索引摘要暨引用文獻資料庫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 

 

 5 月 24日，清大博碩士論文上傳方式說明會，地點：總圖 2F 電腦教室 

參考網址：http://pesto.lib.nthu.edu.tw/libtour/libtour.php?month=5 

 

 SFX 暫停使用公告(5 月 19 日至 5月 20日暫停使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 

 

 圖書館新增試用資料庫「中國數字方志庫」、「文訊雜誌知識庫」2種，歡迎多多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index.htm 

 

 

 

《計通中心》 
 【校園授權軟體新增通知】Matlab R2016a 網路授權 100 人使用教育版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102626-1.php?Lang=zh-tw 

 

 5 月 9日進行新竹區網介接至 TANet 骨幹網路的切換作業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60505_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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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教育部函「公務人員晉升官等(資位)訓練成績評量要點」業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以 105 年 4月 25 日公評字第 1052260186 號令修正發布一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2601,r3174-1.php?Lang=zh-tw 

 

 科技部函「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第 4條修正發布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102736.php 

 

 人事室擬調查校內各單位是否有「臨時人力需求」情形，如有需求單位，請於 5月 31

前填妥下列調查表，以利人事室賡續辦理後續事宜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87-1138-1889.php 

 

 政務、涉密人員或直轄市長(含退離職)、縣(市)長或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

陸地區申請表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9959,r943-1.php 

 

 105 年司法、調查、國安、海巡及移民等 5項特考自 5月 10日起至 5 月 19日下午 5點

止受理網路報名，有意報考之民眾，請至考選部全球資訊網查詢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2389,r875-1.php?Lang=zh-tw 

 

 

 

《工學院》 
 工學院院長候選人資料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02826,r3361-1.php?Lang=zh-tw 

 

 【公告】動機系轉系申請需繳交資料說明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files/14-1265-102821,r4642-1.php?Lang=zh-tw 

 

 105 年矽膠創意應用設計競賽(一矽成名 7月 29日報名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49 

 

 104 學年 IPE師生座談會暨系學會交接典禮＆職涯講座(二)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102494,r772-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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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E 暑期自我提升規劃構想與實踐競賽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102593,r772-1.php?Lang=zh-tw 

 

 國立清華大學工學院學士班海外研修獎助金甄選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102594,r772-1.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全國開放式硬體與物聯網應用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2628,r3304-1.php?Lang=zh-tw 

 

 健行科技大學 CNIS2016 暨 CIOT2016 聯合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2632,r3304-1.php?Lang=zh-tw 

 

 沉浸式虛擬實境技術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2634,r3304-1.php 

 

 運用微軟雲端服務進行商業數據分析教師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2635,r3304-1.php 

 

 

 

《人文社會學院》 
 5 月 19、5月 20 日，第六屆兩岸清華研究生學術論壇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00566,r3644-1.php?Lang=zh-tw 

 

 104 學年度清華歷史教學座談會：學生為什麼要學歷史？ 

參考網址：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102640,r3414-1.php?Lang=zh-tw 

 

 國際訪問獎即日起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02751,r5486-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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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科學院》 
 Summer School of Nuclear Engineering of 2016 即日起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nes.nthu.edu.tw/app/news.php?Sn=514 

 

 

 

《科技管理學院》 
 全國大專盃中小企業個案競賽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02600,r1794-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104(下)「臺灣產業創新的下一步」通識座談會，將於 5月 11日舉行，邀請您一同參與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news/cge1050511.pdf 

 

 通識課程「文化創意激發與新媒體」於 5 月 18日邀請「看見台灣」齊柏林導演蒞臨演

講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news/cge20160518(1).pdf 

 

 進修英文期末能力測驗(OOPT)試前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app/news.php?Sn=136 

 

 105 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率達九成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02529,r48-1.php?Lang=zh-tw 

 

 即日起至 5月 12日，桌球校隊舉辦「系際盃賽」(桌球館全場)，晚上 6點 30分至 11

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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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至 5月 19日，羽球校隊舉辦「系際盃賽」(羽球場全場)晚上 6 點至 11 點暫停開

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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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0日至 5 月 20 日，女籃舉辦「籃球系際盃賽」，體育館二樓(右、中場)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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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3日至 5 月 15 日，工程系舉辦「第五屆陳景盃網球公開賽」網球場部份時段暫停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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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4日，管樂社舉辦「清交管樂小梅竹」，室外籃球場、桌球館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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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4日，體育室舉辦「巨人盃棒球友誼賽」，棒球場上午 10 點至 12 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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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4日、5月 15 日，南友會舉辦「清交南友小梅竹」，羽球館、桌球館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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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4日至 5 月 27 日，排球校隊舉辦「系際盃賽」，體育館二樓(左、中場)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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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2日，EMBA舉辦「球隊例行練習」體育館二樓(右場)，下午 1點至 4點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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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訊息變造者 陳怡潔個展 

 

 十九世紀末，報紙作為普及化的大眾媒體，其特質承襲著機械複製

年代的「現成物」概念，以其資料處理以及傳播的運作結構提供社會

大眾標準化、均質化的訊息。當現實生活中的現實感不再僅來自於肉

身可觸及的對象時，藝術家該如何回應生活現實呢？ 

 透過洞悉這些脈絡對訊息進行變造來重塑對於世界的想像。在這次

展出中，藝術家即將透過《連合島資料庫計劃》的資料重置，提出藝

術家在大眾媒體社會中，作為訊息變造者的可能。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6月 8日。 

2. 地 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858

4,r11-1.php?Lang=zh-tw。 

 

 

 

愛的萬物論 

愛情，能否有公式計算出一套最完美的答案，你和我，注定適合，不會分開？ 

經歷了風風雨雨，你會選擇多年陪在你身邊的，還是意外出現的那一個？ 

如何跨越愛的挑戰，克服困境，找到關於那些愛情裡你想知道的…… 

在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與他第一任太太的故事中~ 

或許你會有更多的發現！ 

 

說明： 

1. 時 間：5月 12日，晚上 6點 30分。 

2. 地 點：醫輔中心 2F大團體室。 

3.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9889

4.php。 

 



 

 

第二屆全國跨域創新設計展演競賽 

 

 本屆跨域創新設計展演競賽於 5/27、5/28兩日進行複審，參賽團

隊包括全國大專院校。複審內容除展示組與表演組分組現場競賽之

外，規劃精采跨域示範節目，示範展覽為【訊息變造者．陳怡潔個展】，

自 5月 9日起於藝術中心展覽，並於 5月 27日競賽開幕時作專題演

講；示範表演邀請自由人室內樂團，演出【夢幻巴洛克．維瓦第四季

與沙動畫的跨時空對話】。 

說明： 

1. 時 間：5月 27日、5月 28日。 

2. 地 點：清大合勤演藝廳、圖書館一樓穿堂。 

3. 報名觀賽：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MBOb2w4ycApwNZ2UgyU

4mw7ctBjRvEC4VpWFt4fPTHY/viewform。 

4.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1013

51.php?Lang=zh-tw。 

  

 

【繆思影展】《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  

 

 這裡對「繆思」的定義，是指電影裡讓人印象深刻的男女演員，不

單指觀眾心目中的女神或男神，導演與演員的合作對彼此都留下美好

的經驗，而演員的本質也是導演創作的繆思，我們將於影展期間陸續

介紹這些演員與導演之間的故事。 

說明： 

1. 時 間：5月 10日，晚上 7點 30分。 

2. 地 點：合勤演藝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8823

,r11-1.php?Lang=zh-tw。 

  

 



 

 

柯啟慧＆吉田敦雙個展 

 

 人類推動文明的過程中，動物被動地適應著我們建造的環境，毫無

選擇地成為我們認知的實驗和生存的模型。牠們用代代的性命，輕輕

地勾勒著我們如夢的前景。 

說明： 

1. 時 間：5月 11日至 6月 1日。 

2. 地 點：藝術創意中心。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86

98,r11-1.php?Lang=zh-tw。 

 

 

 

校慶藝文活動《一代斯文》話劇欣賞 

 

 話劇《一代斯文》由李佳木執導，四川傳媒學院師生聯合演出，該

劇結合大量史實，圍繞梅貽琦校長展開敘述，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

後，清華校長梅貽琦組織師生離開北平，南下長沙，後撤退到雲南昆

明，由清華、北大、南開等成立西南聯合大學，之後至美國，再到台

灣新竹興建原子盧並創立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直至逝世。將帶領觀

眾走進大教育家梅貽琦以及眾多大師的生活，了解那段鮮有人提及的

民族記憶。 

說明： 

1. 時 間：5月 18日、5月 19日，晚上 7點 30分。 

2. 地 點：清華大學 大禮堂。 

3. 演 出：四川傳媒學院。 

4.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0240

6,r11-1.php?Lang=zh-tw。 

 



 

 

樂在清華 

 

由清華學院主辦，歡迎本校學生具備樂器演奏或肢體表演能力者參

與。 

說明： 

1. 時 間：5月 18日、5月 23日、5月 31日、6月 7日， 

中午 12點至下午 1點。 

2. 地 點：旺宏館一樓穿堂。 

 

《演講資訊》 

開心談戀愛，理性談分手 

 

說明： 

1. 講 者：陳淑玫／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 

2. 時 間：5月 10日，下午 1點 20分至 3點 10分。 

3. 地 點：總圖書館 1F 清沙龍。 

4. 參考網址：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98215,r805

-1.php?Lang=zh-tw。 

 



 

 

「如何找到自己的天賦？我從迷惘憂鬱到發現天賦的探索之旅」 

 

說明： 

1. 講 者：洪凌煙／拯救天賦運動發起人。 

2. 時 間：5月 10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軍訓 168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totakeoff.web.nthu.edu.tw/files/14-1928-101805,

r5412-1.php?Lang=zh-tw。 

 

 

【文化與學習講座】MOOC是流行？還是會根本改變？My 4 years experience from 

a MOOC instructor to a MOOC researcher 

說明： 

1. 講 者：康仕仲教授／臺大土木系教授兼任副教務長。 

2. 時 間：5月 12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20分。 

3. 地 點：教育館 225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ils.nthu.edu.tw/files/14-1082-102579,r400-1.php。 

 

 

 

 

 



 

 

【學習系列講座-Part7】6D思維──延伸思考寬高深 

 

說明： 

1. 講 者：陳永隆先生。 

2. 時 間：5月 11日，晚上 7點。 

3. 地 點：旺宏館 R245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

d=10261。 

 

 

天下書院咖啡館系列講座：未來媒體發展及社會影響力 

 

說明： 

1. 講 者：鄭凱云 主播／TVBS、李昱德 主編／World Digest。 

2. 時 間：5月 13日，晚上 7點 10分至 9點 50分。 

3. 地 點：清華名人堂。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Qzfv81HoCsq5bPxlQLevi

SuBqlx0if4vctw8BjhopD8/viewform?c=0&w=1。 

 



 

 

「活水講堂」：燃燒你的熱血運動魂──運動行銷與你想的大不同 

說明： 

1. 講 者：高偉凱碩士／University of La Vern MSLM。 

2. 時 間：5月 21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F清沙龍 。 

4.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2015fountainhead/index.html。 

 

【數學系專題演講】Traveling waves of interface equations 

說明： 

1. 講 者：Prof. Hirokazu Ninomiya／Meiji University。 

2. 時 間：5月 9日，上午 10點 10分至 11點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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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數學系專題演講】Stability of Boundary Layer Solutions of 

Poisson-Nernst-Planck Systems 

說明： 

1. 講 者：謝佳佑博士／國立台灣大學數學系。 

2. 時 間：5月 9日， 下午 3點 30分至 4點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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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數學系專題演講】Computation, Simulation and Visualization of Pulverizing 

Aircraft Mountain Crashes 

說明： 

1. 講 者：陳鞏 教授／Texas A & M University。 

2. 時 間：5月 16日， 下午 3點 30分至 4點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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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數學系專題演講】On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trichartz inequality for the 

Schr\"odinger equations 

說明： 

1. 講 者：Prof. Shaunglin Shao／Kansas University, USA。 

2. 時 間：5月 16日， 下午 4點 30分至 5點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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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化學系專題演講】Metal–Organic Frameworks：The Needs of Future 

說明： 

1. 講 者：呂光烈教授／中央研究院。 

2. 時 間：5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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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所專題演講】Identification of Location and Dispersion Effects from 

Partially Replicated Two-level Factorial Designs 

說明： 

1. 講 者：廖振鐸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農藝系。 

2. 時 間：5月 13日，上午 10點 40分至 12點 10分。 

3. 地 點：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102587,r585-1.php?Lang=zh-tw。 

 

【動機系專題演講】應用破壞力學於微電子結構脫層分析 

說明： 

1. 講 者：屈子正 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2. 時 間：5月 12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files/11-1265-9009.php?Lang=zh-tw。 

 

 



 

 

【材料系專題演講】NANOSTRUCTURES FOR FLEXIBLE AND HIGH-PERFORMANCE 

OPTOELECTRONIC DEVICES 

說明： 

1. 講 者：Zhiyong Fan／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SAR, China。 

2. 時 間：5月 17日，下午 3點 10分至 4點 10分。 

3. 地 點：台達館 401會 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48。 

 

【材料系專題演講】Design of Semiconductor Nanowires for Electronics, Sensors 

and Energy Harvesting 

說明： 

1. 講 者：Johnny C. Ho／Physics and Materials Scienc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 時 間：5月 17日，下午 4點 10分至 5點 10分。 

3. 地 點：台達館 401會 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48。 

 

【材料系專題演講】Process Diagnostics & Control 

說明： 

1. 講 者：莊伯龍 產品經理／Applied Materials。 

2. 時 間：5月 10日，下午 3點 20分至 6點 20分。 

3. 地 點：台達館 璟德講堂。 

4. 參 考 網 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47。 

 

【材料系專題演講】低碳足跡高效率太陽能發電技術 

說明： 

1. 講 者：洪慧芬博士／核能研究所物理組副組長。 

2. 時 間：5月 10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20分。 

3. 地 點：台達館 B09。 

4. 參 考 網 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47。 

 

 



 

 

【材料系專題演講】巴黎氣候協定之後: 氣候與能源政策之趨勢與展望 

說明： 

1. 講 者：林子倫 教授／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 

2. 時 間：5月 12日，下午 3點 20分至 5點 40分。 

3. 地 點：台達館璟德講堂。 

4. 參 考 網 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47。 

 

【材料系專題演講】半導體製程設備市場簡介暨個人從業經驗分享 

說明： 

1. 講 者：何幼梅總經理／科林研發台灣分公司。 

2. 時 間：5月 13日，下午 1點 20分至 3點 10分。 

3. 地 點：台達 璟德講堂。 

4. 參 考 網 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47。 

 

【工工系專題演講】系統動態學方法論介紹與應用:以歐美反傾銷稅對太陽光電產業

之衝擊模擬為例 

說明： 

1. 講 者：蕭志同 教授／東海大學經濟學系。 

2. 時 間：5月 11日，下午 2點 2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7教室。 

4. 參 考 網 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02799,r2715-1.php?Lang=zh-tw。 

 

 

 

 

 

 

 



 

 

【電機系專題演講】《TEEN系列講座》創意、創業、當老闆 

 

說明： 

1. 講 者：楊青松／電機 93B、95G、99D。 

2. 時 間：5月 11日，晚上 7點 30分至 8點 30分。 

3. 地 點：台達館 215。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Cc1G1zW8kIMwVQLnMAYz

0Sz0vk0CJq4xOXxH5fUF7I/viewform。  

 

 

【資應所專題演講】Design for Manufacturability and Reliability in Extreme 

Scaling 

說明： 

1. 講 者： Prof. Bei Yu／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 時 間：5月 17日，上午 10點至 11點 30分。 

3. 地 點：資電館 447室。 

4. 參 考 網 址：http://isa.web.nthu.edu.tw/files/14-1240-102771,r2619-1.p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History and Memory in Ming Society歷史、記憶與明代社會 

 

說明： 

1. 講 者：Peter Ditmanson／Senior Research Fellow,  

Pembroke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2. 時 間：5月 10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501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02487,r11-1.p

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當代漢傳佛教學術發展的思考與批判 

 

說明： 

1. 講 者：江燦騰／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退休教授。 

2. 時 間：5月 11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501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02811,r2648-1

.php?Lang=zh-tw。 

 



 

 

【台文所專題演講】寬闊，文字與文學開展的文創故事 

 

說明： 

1. 講 者：陳世憲。 

2. 時 間：5月 11日，上午 10點 10分至 12點 30分。 

3. 地 點：綜一館 233遠距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

nt&id=346。 

 

 

【台文所專題演講】台語唱片的黃金年代 

 

說明： 

1. 講 者：陳明章／知名唱片收藏家。 

2. 時 間：5月 16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第二綜合大樓 105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648#。 

 



 

 

【台文所專題演講】從哪吒到玄奘 

 

說明： 

1. 講 者：蔡明亮導演。 

2. 時 間：5月 19日，下午 2點至 4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小劇場(大講堂)。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650#。 

 

 

【科法所專題演講】我國電視產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說明： 

1. 講 者：陳依玫秘書長／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 

2. 時 間：5月 10日，上午 10點 10分至 12點。 

3. 地 點：台積館 121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102472,r1828-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