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通過AACSB認證 躋身全球前5%頂尖認證名校之列 

 

 本校於2015年11月19日通過AACSB (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國際商管學院促

進協會，簡稱AACSB) 認證，躋身全球前5%頂尖認證名校之列，

成為全台首間以2013所頒布之全新認證標準通過認證的學

校。 

 AACSB成立於1916年，是目前國際上最負盛名且具學術公信

力的商管專業教育評鑑協會。目前全球僅50個國家與地區共

745所學校，亦即不到5%的商管學院具有AACSB認證資格，其中

日本僅有2個學校、東南亞11個國家更只有10個學校得到認證。

通過此項國際認證，不僅是本校及科技管理學院之殊榮，亦對

本校在國際化及教學研究品質的提昇，有著正面積極之影響。  

 本校科管院自2010年申請成為AACSB會員以來，歷經數年的

努力，經過層層嚴格評審，終於贏得AACSB的肯定，取得認證

資格。來訪的評鑑委員均對本校科管院教師高品質的研究成果、

與園區及工研院之產學合作以及學生優秀的表現表示高度肯

定與讚揚。 

 AACSB執行副總裁兼首席認證官Robert D. Reid給予本校科

管院相當大的肯定，他在祝賀文中表示，恭喜清華大學科管院

躋身全球前5%頂尖認證名校之行列，「黃院長及科管院全體主

管、教職員以及學生都在認證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應該

獲得讚揚。」  

 科技管理學院黃朝熙院長表示，獲得 AACSB認證對於提昇學

術交流、締結姊妹校及招募國際學生有極大助益，也非常感謝

此次認證中各位教師、同仁及同學們的凝聚力及努力。本次獲

得認證之後，科管院仍將不斷改善學習及研究環境，定期檢討，

為每五年進行之 AACSB再次持續進步評鑑(Continuous 

Improvement Review)做好萬全準備。 

  
AACSB評鑑委員來訪清華。 AACSB評鑑委員拜訪賀陳弘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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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生科院大四學生張保盛、辛天妤、李敏暄、張晉維榮獲「海峽兩岸大學生生物知識

競賽」團體冠軍 

  

賀 工工系學生陳照元、黃聖權、洪任、謝尚穎、黃郁翔、楊俞萱、吳柏樟與交大資財

系學生(黃思皓教授指導)跨校系組隊參加經濟部「2015 第 20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

用服務創新競賽」，以四項作品「iPuzzle 磚塊藝術」、「Seamless 無縫生活」、「Clever 

room智慧教室」、「Life Challenger」榮獲：Yahoo奇摩電子商務行動應用組第一名、

資訊技術應用組(大會專題) 第一名、兩岸交流組第一名、宏碁 BYOC 自建雲應用組

第三名、資訊技術應用組(大會專題)佳作 

  

 

 

 

《教務處》 
 2016 第 2屆 清華大學海外兒童暨青少年華語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95620,r1275-1.php?Lang=zh-tw 

 

 靜宜大學舉辦「磨課師的翻轉教學應用：以全球化／在地化 莎士比亞為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98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日舉辦「教師知能成長系列講座──MAPS教學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97 

 

 東海大學 104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舉辦「綠色博雅‧教學卓越」成果展週活動暨

成果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9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執行「104-105年度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舉辦「成

果發表會暨自評會議」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94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舉辦「2015『PBL 師資培訓』第二次研習 」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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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2016 清華國際志工二次招募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547,r3455-1.php?Lang=zh-tw 

 

 即日起至 11月 27日 進行學齋、碩齋、實齋飲水機汰換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95517,r2223-1.php?Lang=zh-tw 

 

 12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開放填寫 2015年學生宿舍管理問卷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95535,r1542-1.php?Lang=zh-tw 

 

 12 月 4日晚上 8 點至 12 月 6日晚上 10 點，進行仁、實、信、碩、華等齋變電站設備更

新改善工程，屆時將全面停電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95394,r2223-1.php?Lang=zh-tw 

 

 104 學年度第三次齋長會議紀錄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1-1159-10717-1.php?Lang=zh-tw 

 

 函轉衛生福利部 105 年度民間團體及大專院校愛滋防治工作計畫申請說明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5311,r1204-1.php?Lang=zh-tw 

 

 2016 ICG 國際少年運動會志工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291,r2469-1.php?Lang=zh-tw 

 

 中租青年展望基金會──2015「愛’m Ready 中租青年活力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371,r2469-1.php?Lang=zh-tw 

 

 成功大學「2015 國際青年領導力交流高峰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372,r2469-1.php?Lang=zh-tw 

 

 國立東華大學華語文中心──第 2期華語營隊教學設計與材編寫人才培訓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373,r2469-1.php?Lang=zh-tw 

 

 新竹縣竹東鎮公所辦理「拾憶竹東之美」明信片徵件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375,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舉辦「與世界同窗」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390,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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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宜大學辦理「104 年度桃園市青年論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392,r2469-1.php?Lang=zh-tw 

 

 聖約翰科技大學辦理「第 29 屆聖約翰盃射箭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402,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Taiwan GPS」社群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627,r2469-1.php?Lang=zh-tw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當創客遇見博物館」講座及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629,r2469-1.php?Lang=zh-tw 

 

 建國科技大學檢送「第 24 期社團經營師認證學分學生班」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631,r2469-1.php?Lang=zh-tw 

 

 社團法人華人磐石領袖協會舉辦「磐石青年領袖學院免費講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632,r2469-1.php?Lang=zh-tw 

 

 中國青年救國團直屬台灣省苗栗縣團務指導委員會檢送「105 年冬令大專青年假期巡迴

演唱服務講習會實施要點」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633,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未使用「台全熱狗火腿行」之問題食品公告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95639,r127-1.php?Lang=zh-tw 

 

 即日起至 12月 3日行政大樓前道路進行管線埋設工程，施作時程公告 

說明： 

1. 承辦單位：營繕組 魏哲勇 電話：03-5162285。 

2. 緊急通報：校警隊 03-5714769 校內直撥 33333。 

3.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95522,r992-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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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施工公告】11 月 24 日、25日新竹市政府「新竹市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期光復區

管線及用戶接管工程第二標」－水源街道路路面刨除、加封工程 

說明： 

1. 施工廠商：裕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03-5315048。 

2. 緊急通報：校警隊 03-5714769 校內直撥 33333。 

3. 參考網址：http://cplan.web.nthu.edu.tw/files/14-1079-95615,r2131-1.php?Lang=zh-tw。 

 

 

 

《研發處》 
 經濟部工業局有關生產力 4.0 推動作法與未來展望說明及簡介影片資料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fa2c4f6-4b69-4c71-bd0e-f8ae406a73fb&c=menu041 

 

 經濟部學界科專──「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推廣說明會」(11 月 23日)，包含機制、成

果運用規範、會計作業、經費編列等，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61 

 

 敬邀參與義守大學 12月 2日及 12 月 9日舉辦之「智慧財產權系列講座」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523968c6-6464-4813-8231-15ebf4f11927&c=menu041 

 

 【萌芽創業課程訓練】12 月 22日「陳建添老師團隊──萌芽技術創業經驗分享」，敬請

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2de9dcde-5858-42e3-8033-2a57dfe0c3b1&c=menu041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訂於 12 月 15日舉辦「104年度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

託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62 

 

 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2016年「研究傑出獎」與「年輕研究創新獎」，即日起至 2016

年 2月 28日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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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K 計畫教育訓練課程】12月 7 日「生技醫藥專利範圍解讀」，敬請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5354e8b8-2568-4eac-ac45-f6856c933b17&c=menu041 

 

 EUTW Forum on Environment and Science 臺灣歐盟環境與科技論壇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65 

 

 敬邀參加低碳中心 12月 4日舉辦之「2015國際低碳能源科技與產業政策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lcerc.nthu.edu.tw/app/news.php?Sn=12 

 

 科技部竹科管理局 105年度「科技部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起至

105 年 1 月 29日止受理申請，說明會於 104年 12 月 3日舉行，歡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064 

 

 提醒您！教育部國際司 104 年第三期「補助辦理國際學術教育交流活動」至 11月 30日

止受理申請(研發處受理時間為即日起至 11月 26 日下午 5點前)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1048 

 

 

 

《全球事務處》 
 本校近日已和大陸福建農林大學、美國 WPI及法國聖日耳曼昂萊政治學院簽署學術合作

備忘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66&lang=big5 

 

 歡迎至全球處索取 11月 13日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四校之招生說明會紙本文宣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65&lang=big5 

 

 2016 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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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8&lang=big5 

 

 11 月 25 日歐洲姊妹校分享座談會(義大利威尼斯大學、立陶宛肯納斯大學、法國巴黎馬

恩河谷大學)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69&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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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熊本大學春季營隊 Kumamoto University 2016 Spring Program (Call for 

Applications)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70&lang=big5 

 

 日本京都市大學聯合會主辦京都留學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71&lang=big5 

 

 

 

《計通中心》 
 新竹市政府訂於 104 年 11 月 28日、29日辦理「2015新竹黑客松──市府官網設計大

賽」，歡迎本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95568-1.php?Lang=zh-tw 

 

 

 

《圖書館》 
 Emerald 期刊推廣活動──線上有獎徵答開跑囉 

參考網址：

http://apexi.flysheet.com.tw/apexi_ques/index_main_page.php?mod_id=ques&c_ques_id=10&type=open 

 

《人事室》 
 原住民族委員會「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及第 3 屆董事、監察人

候選人推薦表，請本校協助推薦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5388,r2506-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HBR清華學堂】科技管理三部曲：創新.服務.行銷。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emba.nthu.edu.tw/files/14-1178-94669,r1904-1.php?Lang=zh-tw 

 

 【公聽會】EMBA 學雜費調漲 

參考網址：http://emba.nthu.edu.tw/files/14-1178-95579,r1903-1.php?Lang=zh-tw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70&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71&lang=big5
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95568-1.php?Lang=zh-tw
http://apexi.flysheet.com.tw/apexi_ques/index_main_page.php?mod_id=ques&c_ques_id=10&type=open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5388,r2506-1.php?Lang=zh-tw
http://emba.nthu.edu.tw/files/14-1178-94669,r1904-1.php?Lang=zh-tw
http://emba.nthu.edu.tw/files/14-1178-95579,r1903-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簡報大賽系列活動：一出手就搞定簡報設計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21 

 

 11 月 29 日羅浮童子軍辦理「反哺活動」，足球場 PU左右場地下午 1點至 3點 30 分暫停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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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至 12月 18日資工系舉辦「系運會」，體育場館部份時段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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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活動》 

麻吉伴郎 

 

說明： 

1. 時 間：11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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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91-91808,r491-1.p

hp?Lang=zh-tw。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21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一顆種子的國度】吳淑敏創作展 

 出生在台灣鄉間，15歲即離家到首都台北巿讀書，度過青少年時光，隨後在台灣的科技城長達三十年的求學與工作，正好經歷

台灣最劇烈的政經變化時代，也是全球性傳統價值快速崩解的世代。認同華人古典哲學與美學價值，並關懷社會中種族、文化的

衝突，面對現代人極繽紛、極孤寂的處境中，她在創作過程中，企圖透過與古典哲學、信仰對話， 表達對生命的禮讚，傾訴安身

立命的真理所在。一顆種子的國度－－吳淑敏個人創作展，包括了六件的自畫像系列，及天人合一系列作品兩件。其中有四件互

動藝術作品，多件為首度展出。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12月 2日。 

2. 地 點：清大藝術創意空間。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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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13,r11-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大學生的避(必)修課──《sexual orientations》 

 

說明： 

1. 講 者：林姿吟醫師／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

師。 

2. 時 間：11月 25日，中午 12點 10分至下午 1點 10

分。 

3. 地 點：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清沙龍。 

4. 參考網址：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4975

,r2337-1.php?Lang=zh-tw。  

 

 

 

 



 

 

Tips & Strategies for English PowerPoint Presentations 

 

說明： 

1. 講 者：Yuan-Ling Chiao／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Fu Jen University。 

2. 時 間：11月 27日，下午 1點 45分至 4點 45分。 

3. 地 點：Idea Hub, 1F, Main Library。 

4.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spee

ch_20151127.htm。  

 

 

 

人生系列講座：創──人生的孤獨與精采 

 

說明： 

1. 講 者：蔡惠卿女士／上銀科技總經理。 

2. 時 間：11月 28日，上午 9點至 12點。 

3. 地 點：清華名人堂。 

4. 參考網址：

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95227,r4272-1.p

hp?Lang=zh-tw。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153)】e考據與明代尺牘研究 

說明： 

1. 講 者：薛龍春教授／京藝術學院  利榮森紀念計劃訪問學人。 

2. 時 間：11月 23日，中午 12點至 1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A302。 

4.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78。  

 

文創產業與新媒體發展 

說明： 

1. 與 談 人：林芩吟總經理／頑石創意、蕭菊貞老師／資深紀錄片導演。 

2. 時 間：11月 25日，晚上 7點至 9點 30分。 

3. 地 點：旺宏館國際會議廳。 

4.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seminar/20151125/。  

 

【孫運璿科技講座演講】偶爾言中 

 ：說明

1. 講 者：林中斌／ 前國防部副部長。 

2. 時 間：11月 25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清大科管院台積館孫運璿演講廳。 

4. 報名網址：http://sunspeech.web.nthu.edu.tw/files/90-1297-3.php。  

5.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85545,r1853-1.php?Lang=zh-tw。  

 

【學習系列講座 Part3】最有魅力的說話聲音 

說明： 

1. 講 者：季潔小姐。 

2. 時 間：12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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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9163。  

 

 

 

 

 

 



 

 

【數學系專題演講】Some mathematical problems arising from collective 

dynamics 

說明： 

1. 講 者：Prof. Seung Yeal Ha／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2. 時 間：11月 23日，下午 4點至 5點。 

3. 地 點：綜合三館 4F Lectute Room B。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497。  

 

【數學系專題演講】數學的競爭力_以保險業為例 

說明： 

1. 講 者：曾盈智 先生／國泰人壽展業新莊通訊處區主任 。 

2. 時 間：11月 26日，晚上 7點至 8點 30分。 

3. 地 點：綜合三館 R101。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492。  

 

【數學系專題演講】NTHU & NCTS Seminar in Mathematical Biology-Dynamics of 

almost periodic scalar parabolic equations on the circle 

說明： 

1. 講 者：王毅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數學科學學院。 

2. 時 間：11月 27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綜合三館 4F Lectute Room B。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498。  

 

【數學系專題演講】The coalescence problem in multitype Galton- Watson 

branching processes 

說明： 

1. 講 者：洪芷漪 教授／國立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 

2. 時 間：11月 30日，下午 4點至 5點。 

3. 地 點：綜合三館 4F Lectute Room B。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499。  

 



 

 

【化學系專題演講】Density functional calculations to study the catalytic 

properties on the metal-decorated sheet of graphene oxide 

說明： 

1. 講 者：Prof. 何嘉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2. 時 間：11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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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金戴鉑」在生物醫學的應用 

說明： 

1. 講 者：Dr. 林淑宜／生醫工程與奈米醫學研究所衛生研究院。 

2. 時 間：11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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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系專題演講】談「生產力 4.0」的科技內涵與未來發展 

說明： 

1. 講 者：馮展華司長／科技部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 

2. 時 間：11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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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工系專題演講】科技業的勞動現況與工會：園區、輪班星人與科技人的勞動權

益  

說明： 

1. 講 者：林名哲秘書長／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公會。 

2. 時 間：11月 25日，晚上 7點。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7階梯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95572,r2715-1.php?Lang=zh-tw。  

 

 

 



 

 

【工工系專題演講】The Dynam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aiwan 

說明： 

1. 講 者：Professor Kamal Puri。  

2. 時 間：11月 26日，上午 9點至 12點。 

3. 地 點：工程一館 R726。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95584,r2715-1.php?Lang=zh-tw。  

 

【工工系專題演講】The role of emotion and attention in ergonomics 

說明： 

1. 講 者：Yang-Ming Huang／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2. 時 間：11月 26日，下午 2點 2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R901。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95571,r2715-1.php?Lang=zh-tw  

 

【工學院專題演講】壓力?越壓越有力!~談壓力因應與調適 

說明： 

1. 講 者：李嘉修 臨床心理師／國立台灣大學心理所臨床心理組碩士。 

2. 時 間：11月 24日，晚上 5點 30分至 6點 2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8。 

4.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95417,r806-1.php?Lang=zh-tw。  

 

【電機系專題演講】Systems Biology Data Science for High-Risk Neuroblastoma 

Therapy 

說明： 

1. 講 者：阮雪芬 教授／台大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2. 時 間：11月 27日，下午 2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資電館 B01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5056,r2629-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