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洪宇軒獲電子琴亞太賽銀牌 明年挑戰世界賽 
 

 六歲開始學習電子琴，為了學業中斷多次，本校科管所碩士

班二年級學生洪宇軒直到大三下才又重拾兒時興趣，今年十月

代表臺灣參加「Yamaha亞太電子琴聯歡會(Asia-Pacific 

Electone Festival)」，以富含情感的自創曲獲社會組銀牌，

明年一月將前往日本東京挑戰世界賽。 

 「這好像天下掉下來的禮物！」雖然熱愛音樂，但為了學業，

洪宇軒在國三、高三時各中斷了一年的學琴之路，大學來到新

竹，電子琴只是課餘的偶爾消遣，大三時因為受到網路影片感

動，透過啟蒙老師林美慧的介紹，轉而向何芸燕老師學習。大

四在老師鼓勵下參加全國賽，第一次參賽就獲得亞軍，讓洪宇

軒備受鼓舞，也讓對人生目標迷惘的他，有了另一種啟發。 

 笑稱自己是「乖乖牌」的洪宇軒說，從小總是聽從父母「把

書唸好、其他不用管」，雖然唸到研究所，對於未來卻是「一

片空白」。然而，透過電子琴，洪宇軒開啟了與外界的連結。

原本生活圈侷限於校園、對於住了 5 年多的新竹沒什麼感覺，

因為想創作一首屬於風城的曲子參賽，日前他也獨自到城隍廟

閒晃找靈感，或是搭公車到不同景點，讓他意外發現許多過去 

不曾留意的新竹樣貌。 

 對音樂的熱情讓洪宇軒開始花心思自學，為了創作，不論是

慵懶的巴薩諾瓦（Bossa Nova）曲風、或是傳統的國樂，他都

積極涉略。而學音樂也讓他更有開放心態，他認為，有人會嫌

搖滾好吵、或說民俗音樂不是自己的風格，但就像社會有各式

各樣的人，音樂也是一樣，音樂創作不應對特定曲風有所偏見，

而是要保持心胸開闊。 

 洪宇軒說，何芸燕老師的指導是學琴能夠進步很重要的關鍵，

老師簡單一句調整手指或彈琴姿勢，就讓琴藝有大幅進步。雖

然從小學琴，但自己從未有過參賽念頭，第一次參賽就獲獎，

讓他信心大增。另外，科管所的老師、同學也都給他很多鼓勵，

不僅主動關心參賽狀況，也對未來職涯規劃給予多方建議。 

 洪宇軒表示，學習音樂讓他有一顆溫柔的心，雖然當初因為

擔心出路而未選擇音樂科系，進入科管所也曾充滿懷疑，但透

過音樂創作，他逐漸找到自信，也開拓他對週遭的關心。目前，

他正積極創作，也希望明年能在世界賽奪得佳績。 

  
洪宇軒熱愛音樂，曾為了尋找創作靈感，走訪新竹景點，探索風城各種樣

貌。 

洪宇軒代表臺灣參加「Yamaha亞太電子琴聯歡會(Asia-Pacific 

Electone Festival)」，以富含情感的自創曲獲社會組銀牌，明年一

月將前往日本東京挑戰世界賽。 

 

國國國立立立清清清華華華大大大學學學簡簡簡訊訊訊   
  

 

 

第第第 999111888 期期期   民民民國國國 111000444 年年年 111111 月月月 222666 日日日出出出刊刊刊   秘秘秘書書書處處處   

本期共 14 頁 民國 77 年 3 月 24 日 創刊 
電 話 5 1 6 2 0 1 0  F A X ： 5 1 6 2 4 7 9 
E - m ai l： nt hu ne ws@ my. nt hu .e du .t w 

 

mailto:nthunews@my.nthu.edu.tw


 

 

賀 材料系闕郁倫教授榮獲 104年材料學會優秀年輕學者獎 

  

 

《教務處》 
 104學年度下學期華語課程資訊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94476,r1275-1.php?Lang=zh-tw 

 

 逢甲大學舉辦中區「2015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系列論壇，從數據的觀點談學生學習成效

學習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571 

 

 

 

《學務處》 
 104學年度全校運動會園遊會與開閉幕表演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71,r2469-1.php?Lang=zh-tw 

 

 國立清華大學學務處衛保組「1201世界愛滋・讓愛滋生」闖關活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4272,r1204-1.php?Lang=zh-tw 

 

 國立清華大學 104學年度上學期「新生複檢及 B型肝炎疫苗注射」暨「教職員工生眷優

惠健檢」活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2948,r1204-1.php?Lang=zh-tw 

 

 2015中原大學服務學習研討會──翻轉教室原動力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14,r2469-1.php?Lang=zh-tw 

 

 2015大專社團從事服務學習之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16,r2469-1.php?Lang=zh-tw 

 

 「碧潭風景區全國大專院校行銷企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18,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跨文化大使講座」系列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19,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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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愛寶盃智慧機器人全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20,r2469-1.php?Lang=zh-tw 

 

 第五屆「青衿文學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21,r2469-1.php?Lang=zh-tw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24,r2469-1.php?Lang=zh-tw 

 

 第十一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26,r2469-1.php?Lang=zh-tw 

 

 閩南語口語表達師資培訓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27,r2469-1.php?Lang=zh-tw 

 

 美國法講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33,r2469-1.php?Lang=zh-tw 

 

 104年青年壯遊臺灣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34,r2469-1.php?Lang=zh-tw 

 

 「104年教育部鼓勵出國留遊學宣導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35,r2469-1.php?Lang=zh-tw 

 

 105年度竹風藝文饗宴活動審查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36,r2469-1.php?Lang=zh-tw 

  

 「青年坊」活動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37,r2469-1.php?Lang=zh-tw 

 

 第六屆簡報達人頂尖新秀爭霸戰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39,r2469-1.php?Lang=zh-tw 

 

 立型盃自我介紹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40,r2469-1.php?Lang=zh-tw 

 

 「2016臺北燈節」全國各級學校花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43,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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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3 GS4 計算機綜合能力 國際認證教師研習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44,r2469-1.php?Lang=zh-tw 

 

 弘光科技大學舉辦 2015 Music Maker 微電影與動漫配音配樂種子教師證照研習暨教學

交流研討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86,r2469-1.php?Lang=zh-tw 

 

 「2015 TBC全家歡樂數位心生活」短片大賽徵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87,r2469-1.php?Lang=zh-tw 

 

 美食達人──弘光盃母親節蛋糕廚藝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291,r2469-1.php?Lang=zh-tw 

 

 義守大學義大利麵系列 創意全國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325,r2469-1.php?Lang=zh-tw 

 

 朝陽科技大學「Spelling Bee 全國技職校院英語拼字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362,r2469-1.php?Lang=zh-tw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辦理「認識家鄉土壤」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363,r2469-1.php?Lang=zh-tw 

 

 弘光科技大學第一屆國際醫療太極師資培訓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389,r2469-1.php?Lang=zh-tw 

 

 221世界母語日創意概念影片徵選比賽延長徵件時間至 11月 30日止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392,r2469-1.php?Lang=zh-tw 

 

 台灣俚語 Youtube 創意影片甄選創意影片甄選活動延長報名時間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394,r2469-1.php?Lang=zh-tw 

 

 彩繪新竹驛──寫生繪畫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401,r2469-1.php?Lang=zh-tw 

 

 第八屆台積電青年書法暨篆刻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402,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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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學校體育志工培訓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416,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11月服務性及餐廳廠商營業時間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94215,r127-1.php?Lang=zh-tw 

 

 

 

《研發處》 
 大專校院申請創業團隊進駐辦理公司設立登記審查基準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f7dbc60d-3804-4cf2-9c8d-139de1e24ee4&c=menu041 

 

 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如期至科技部網站線上繳交報告(7月 31 日結束之計畫，

請於 10 月 31日前繳交成果報告)，請各單位定期清查所屬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報告繳

交情形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1036 

 

 科技部人文司公告 104年度「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士後研究人員」申請案，

請詳閱公告內容，並請協助於第二期申請自即日起至 11 月 30 日完成線上申請作業。(自

次年二月一日起聘為原則)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1034 

 

 

 

《全球事務處》 
 2015年 Imperial College Business School 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45&lang=big5 

  

 Rendez-vous "n+i" programme: A 14-day all included Package in France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44&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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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Airlangga Summer Program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43&lang=big5 

 

 靜宜大學國際學院將舉辦國際化教育講座，歡迎本校教職員生踴躍報名參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46&lang=big5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暑期課程說明會，歡迎本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47&lang=big5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四所大學招生說明會，歡迎本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48&lang=big5 

 

 

 

《計通中心》 
 線上通訊錄開放查詢 

參考網址：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94283,r791-1.php?Lang=zh-tw 

 

 計通中心將於 105年 1月 1日起停止提供 PC-cillin 校園授權軟體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94303-1.php?Lang=zh-tw 

 

 

 

《圖書館》 
 歡迎參加《歐洲雜誌》文獻展有獎徵答系列活動(一)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WmDCjvvDh5XOvAt8HCXYCqdXzYf1quU_LW7Khmqd5PA/viewform?c=0&w=1 

 

 2015圖書館週，讓書去旅行──好書交換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 

 

 《全國報刊索引》平台(包含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及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系統升級停機

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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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教育部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104年至 105年「築巢優利貸」──全國公教

員工房屋貸款，經公開徵選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請查照轉知同

仁參考運用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80743.php 

 

 銓敘部書函，亡故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之遺屬如喪失或拋棄領受權時，其他受益人之

領受順序、比例及種類，以及遺屬年金應自何時發給等相關疑義一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94330.php 

 

 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36條及 48 條修正條文，與公保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 

參考網址：http://www.bot.com.tw/GESSI/Pages/pension.aspx 

 

 

 

《工學院》 
 2015工學院創意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90-1103-57.php 

 

 

 

《電機資訊學院》 
 中華民國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獎學金(電子所辦 11月 25 日截止收件) 

參考網址：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94108,r3119-1.php?Lang=zh-tw 

 

 打造交通新圖譜 創新 API 應用競賽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3833,r3304-1.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104學年上學期工程與系統科學系大學部各項獎助學金獲獎名單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94201,r1602-1.php?Lang=zh-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80743.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94330.php
http://www.bot.com.tw/GESSI/Pages/pension.aspx
http://eng.web.nthu.edu.tw/files/90-1103-57.php
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94108,r3119-1.php?Lang=zh-tw
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3833,r3304-1.php?Lang=zh-tw
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94201,r1602-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即日起本校教職員、學生持識別證以及持有本校游泳池晨泳證者，使用光復中學游泳池

可享 80 元優惠票價入場，敬請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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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中心「商用書信閱讀與寫作(中)」短期課程協助您的英文書信更流暢與專業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14 

 

 民國 105 年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考選 

參考網址：http://meo22.wwlc.nthu.edu.tw/military/newsinfo.php?id=114 

 

 11月 5日籃球校隊舉辦「新生盃冠軍賽」，體育館二樓(中間場地)晚上 6點至 10點暫停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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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7日，生科系舉辦「男籃第七屆 OB 賽」，體育館二樓(右側場地)上午 11 點至晚上

6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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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7日光明幼稚園舉辦「幼兒園親子運動會」，田徑場、足球場早上 8點至中午 12

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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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8日安慎診所舉辦「員工運動會」，田徑場、足球場上午 8 點至中午 12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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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8日進行「EMBA籃球訓練」，體育館二樓(中場)下午 1點至 4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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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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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曾在．黃文英影像美術設計】特展 

 

 夜貓子電影院今年秋天企畫黃文英美術視覺與電影展，黃文英是清

大中語系(今中文系)校友，畢業後赴美主修劇場設計，自 1994年起擔

任侯孝賢導演美術指導及服裝設計工作至今，這次將展示她歷年來與

侯導合作的電影美術作品，包括珍貴的設計圖稿、配飾、道具、劇照…

等，並搭配電影放映，邀請觀眾從美術的角度認識電影。 

說明： 

1. 時 間：11月 3日至 11月 26日。  

2. 地 點：清大學習資源中心知識集(總圖一樓)。 

3. 參考網址：

http://nightcats.blogspot.tw/2015/10/blog-post_2.html。 

 

 

童話、關係；C.S.I.彭光中油畫個展 Children Story Intertwinement by KC Peng 

 

 童話、關係；C.S.I. 彭光中油畫個展呈現黑白愛因斯坦系列、親友仰望系

列、半人半石系列、童話系列。藝術家一直著迷於人像繪畫，充滿對生命的

禮讚，由最親近的朋友人像開始。(節錄自賴小秋策展文字)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11月 25日。 

2. 地 點：清大藝術中心展覽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1365,r11-1.

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烏賊的偽裝術 

 

說明： 

1. 講 者：焦傳金教授／清大生科系。 

2. 時 間：11月 4日，下午 1點 45分至 4點 15分。 

3. 地 點：總圖書館 1樓清沙龍。  

4.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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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_plus_20151104.htm。 

 

南洋台灣姊妹會──移民、性別與組織培力 

 

說明： 

1. 講 者：梁組盈／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秘書。 

2. 時 間：11月 4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人社院 C310。  

4. 參考網址：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93903,r8

05-1.php?Lang=zh-tw。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learning_plus_20151104.htm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learning_plus_20151104.htm


 

 

動動你的腦袋──實踐天馬行空的創意發明 

 

說明： 

1. 講 者：鄧鴻吉先生。 

2. 時 間：11月 10日，下午 5點。 

3. 地 點：旺宏 R245。  

4. 參考網址：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93892,r3644-1.

php?Lang=zh-tw。 

 

 

 

如何讓論文登上國際期刊 

說明： 

1. 講 者：Matthew Salter, PhD／Associate Director, Journals, IOP Publishing。 

2. 時 間：11月 5日，下午 2點至 4點(1點 45分報到)。 

3. 地 點：總圖書館 1樓清沙龍 。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single&class=19。 

 

「VoiceTube 英文學習線上平台」講座(教職員場次) 

說明： 

1. 時 間：11月 6日，下午 2點至 4點。 

2. 地 點：總圖書館二樓學習教室 。 

3. 報名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1W3S3VXvz5Q8HfajfdbJe-kjQxnTk1DKMh_lGPtcEI/viewform?c=0&w=1。  

4.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app/news.php?Sn=119。  

 

 



 

 

【數學系專題演講】Floquet bundles for tridiagonal competitive-cooperative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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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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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  

 

【化學系專題演講】The Secrets of Scientific Publishing: Editor's Tips on 

Getting your Paper Through Peer-Review 

說明： 

1. 講 者：Dr. Richard Threlfall／Asian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 時 間：11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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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e.nthu.edu.tw/files/11-1265-9009.php?Lang=zh-tw。  

 

【動機系專題演講】解析之美 Ⅱ  ──似乎已去 

說明： 

1. 講 者：賴君亮 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2. 時 間：11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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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490。  

 

【工工系專題演講】玩具之設計開發與使用者評估 

說明： 

1. 講 者：林志隆教授／台藝大工藝設計系。 

2. 時 間：11月 4日，下午 2點 2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R107。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94455,r2715-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Experience Sharing about Graduate School and Work in the 

US 

說明： 

1. 講 者：程本中博士／Staff Software Engineer at Google。 

2. 時 間：11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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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5-94210,r67-1.php?Lang=zh-tw。 

 

【生科院專題演講】探索疼痛與大腦的科學 Full scale pain and the brain 

說明： 

1. 講 者：Professor Nick Rawlins／Pro-Vice-Chancellor for Development and External Affairs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2. 時 間：11月 9日，下午 2點 30分至 3點 30分。 

3. 地 點：Watson Hall, B1 of LS Building II。 

4.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482。  

 

【統計所專題演講】First-hitting-time Based Threshold Regressions 

for Analyzing Time-to-event Data 

說明： 

1. 講 者：Prof. Mei-Ling Ting Lee／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USA。 

2. 時 間：11月 6日，上午 10點 40分至 12點。 

3. 地 點：清大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94184,r585-1.php?Lang=zh-tw。  

 

【台文所專題演講】再現半殖民地中國殖民地精神史的方法問題──以日本統治區

的中國文學為中心 

說明： 

1. 講 者：張泉／北京社科院研究員。 

2. 時 間：11月 3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A309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593。  



 

 

【台文所專題演講】性與家暴：《殺夫》及其後 

 

說明： 

1. 講 者：李昂。 

2. 時 間：11月 4日，晚上 6點 30分至 8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A202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5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