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督芭蕾舞進清華園 學生伴奏《胡桃鉗》 

  歡慶耶誕佳節的經典舞碼《胡桃鉗》將於 12 月 15 日

（周六）晚上在本校大禮堂演出，作為清華藝術中心成

立 30 周年活動的壓軸展演。本校數個古典樂團將擔任台

北首督芭蕾舞團演出時的音樂重任，共創清華「謬思的

綺想」。校內師生及社區民眾從 12 月 3 日起可至清華藝

術中心辦公室免費索票，到本校欣賞高品質的芭蕾舞劇。 

  本校此次邀請常獲國藝會獎助、得過台新藝術獎的台

北首督芭蕾舞團演繹古典芭蕾及現代芭蕾等多齣舞碼，

包括：柴可夫斯基三大芭蕾舞劇之一《胡桃鉗》組曲中的

〈蘆荻之舞〉、〈阿拉伯舞〉、〈中國娃娃〉及〈俄羅斯舞〉；

普尼作曲的《古典女子四人舞》；穆索斯基所作歌劇《霍

瓦斯基叛亂》前奏曲〈莫斯科河上的黎明〉；德弗札克的

《小夜曲》；以及打擊及爵士風的現代舞碼《相遇》。 

  本校藝術中心江怡瑩主任表示，這是清華首次邀請芭

蕾舞團在校園內演出，8 齣舞劇伴奏都將由清華學生擔

任，除了音樂系學生外，還有管樂社、弦樂社及音樂專長

入學的清華樂集學生。這群習樂多年的學生特地為芭蕾

舞劇伴奏，也讓這一次的合作變得更具意義，她也特別

感謝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等單位的贊助。 

  台北首督芭蕾舞團徐進豐團長坦言：「這一次的合作機

會讓團員們都感到相當緊張，但又覺得新鮮。」在台灣演

出的芭蕾舞劇多半播放音樂光碟，很少有現場伴奏，所

以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他表示，彈奏者與舞者相

互配合變得十分重要，不能單看樂譜，還要注意舞者的

步伐、在空中停留的時間等，才能讓演出順暢。 

  徐進豐團長說，許多芭蕾舞劇劇本也是床邊童話故事，

如這一次演出的《胡桃鉗》組曲就是老少咸宜，包括幼兒

等每個年齡層的觀眾都能前來享受。不同於一般芭蕾演

出，清華還請來主持人串場介紹各舞碼的歷史背景及特

殊之處，讓芭蕾更「親民」。 

  11 月 28 日是台北首督芭蕾舞團首次與清華樂集學生

排練，徐進豐團長說：「非常驚訝清華學生的超高音樂水

準，簡單地提點一下，就能快速修正、配合舞者。」音樂

與舞蹈的和諧也讓舞劇的節奏情緒更明快清晰。 

  本校呂平江主秘表示，清華有多元入學管道，這次參

與演出的不少清華樂集學生就是以「音樂專長」入學，藉

由本校藝術中心 30 年的壓軸活動，也讓清華學生有更多

舞台，一同為社區民眾呈現最美的耶誕獻禮。他也提醒：

「上次《暗戀桃花源》登記索票一釋出就秒殺，喜好藝文

活動的學生、社區居民記得早點來索票！」 

  清華樂集、中文系大二生劉彥均擔任兼有拉丁風及現

代感的舞碼《相遇》打擊樂伴奏。他表示，為了這次特別

的伴奏演出，各樂團特別請老師緊鑼密鼓指導伴奏與舞

蹈配合的技巧。他表示，未來想往音樂領域發展，透過這

次難得的機會，可以看見音樂應用在其他領域的可能性。 

  台北首督芭蕾舞團成立於 1990 年，有感於台灣早期芭

蕾舞者演出的多為西洋古典作品，卻少有本土藝術家創

作芭蕾舞劇，台北首督芭蕾舞團以「編創新作品」為目

標，每年至少舉行一次「新作全省巡迴公演」，至今已發

表七十多支作品、演出近 9 百場。 

  台北首督芭蕾舞團嘗試多種風格，其中以結合台灣原

住民舞蹈的芭蕾作品最為人驚艷。1999 年首次出國演出，

即獲紐約時報首席舞評家安娜．綺色果芙譽為「來自台

灣的浪漫與傳奇」、「時時充溢台灣影像」。歐洲舞蹈雜誌

Dance Europe 曾評台北首督芭蕾舞團的風格為「編作新

的、具創新精神的作品，將芭蕾結合本土的舞蹈形式、在

地的譬喻及當代題材，以創造真真正正的『台灣』芭蕾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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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斯的綺想》 

台北首督芭蕾舞團 X清華樂集、清華管樂社、弦樂社、清華音樂系管樂團、管弦樂團 

 演出時間：12/15（六）晚上 7：30 

 索票時間：12/03起，周一至周五 8：30-12：00、13：30-17：30 

*演出當日晚上 7：00起也可在大禮堂入口處索票 

本校藝術中心邀請台北首督芭蕾舞團於 12月 15日至

清華大禮堂演出（圖/台北首督芭蕾舞團提供） 

台北首督芭蕾舞團 12月 15日的表演將帶來 8齣舞劇

（圖/台北首督芭蕾舞團提供） 

台北首督芭蕾舞團 12月 15日將在清華演出，其中包

含《胡桃鉗》組曲中的〈中國娃娃〉 

台北首督芭蕾舞團嘗試多種風格，例如有打擊及爵士風

的現代舞碼《相遇》 

台北首督芭蕾舞團嘗試多種風格，例如有打擊及爵士

風的現代舞碼《相遇》 

台北首督芭蕾舞團與本校古典樂團學生共創清華「謬思

的綺想」 



 

 

本校呂平江主秘邀請師生、社區民眾前來享受最美的

耶誕佳節 

本校藝術中心江怡瑩主任表示，這是清華首次邀請芭蕾

舞團在校園內演出 

台北首督芭蕾舞團與清華古典樂團學生共創清華「謬

思的綺想」 

 



 

 

賀！科法所碩士班 106級任帥同學獲「第三屆中華大學生十大金牌調解員技能大賽」一等獎 

 

《秘書處》 
 【函文轉知】教育部於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建置「新聞稿與資訊澄清」專區，請

參考運用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147734,r805-1.php?Lang=zh-tw 

 

 2018名人講堂－海外校友分享會 

參考網址：https://reurl.cc/44QA2 

 

 12月 22 日（星期六）沈君山校長追思會，歡迎報名參加（座位有限，額滿為止） 
參考網址：https://goo.gl/EoHkUZ 

 

 

 

《學務處》 
 「清大 Career 企業參訪」即日起開放報名，詳細時間請注意「清大 Career 報報」粉

絲專頁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44762.php 

 

 108年學生宿舍齋長改選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46832,r1538-1.php 

 

 108年青年獎章授獎辦法－校內申請至 12月 13日（星期四）止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7632,r3455-1.php?Lang=zh-tw 

 

 2019寒期營隊資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147400,c3644-1.php?Lang=zh-tw 

 

 12月 8日上午、12 月 10日上午、12月 15日上午下午校本部活中 R101油漆工程公告 

參考網址：http://dsa.web.nthu.edu.tw/files/14-2035-148030,r6887-1.php?Lang=zh-tw 

 

 108年帶動中小學計畫開始申請囉！即日起自 12 月 14日（星期五）截止收件，歡迎社

團踴躍申請  
參考網址：http://dsa.web.nthu.edu.tw/files/14-2035-148150,r6887-1.php?Lang=zh-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mV1cmwuY2MvVjVNWUE=&b=DGREDV/c%d1023805783016063/vsghy/26129642515500/DFGBW00130-16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ml0Lmx5LzJQQ244VE0=&b=DGREFV/c%d1023805782016063/vsghy/26129641535198/DFGBW00130-16
http://dsa.web.nthu.edu.tw/files/14-2035-148030,r6887-1.php?Lang=zh-tw


 

 

 12月 3日至 12 月 7 日校本部蒙民偉樓電磁波防護施工公告 

參考網址：http://dsa.web.nthu.edu.tw/files/14-2035-147971,r6887-1.php?Lang=zh-tw 

 

 【活動通知】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體育學系－陳偉殷榮譽教授講座  

參考網址：http://nthupeo.web.nthu.edu.tw/files/14-2038-147939,r11-1.php?Lang=zh-tw 

 

 獎勵建議表請於 12 月 21日（星期五）下午 3點前送至課外組 

參考網址：http://dsa.web.nthu.edu.tw/files/14-2035-148091,r6887-1.php?Lang=zh-tw 

 

 12月 4日（星期二）上午 11 點 30分至下午 1點於女宿前廣場舉辦愛心義賣活動 

參考網址：http://slg.web.nthu.edu.tw/files/14-1957-147145,r6135-1.php?Lang=zh-tw 

 

 【Connect Job(原 TOP CAREER)】沖繩觀光就職博覽會 12月 16 日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舉辦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48167.php 

 

 

 

《教務處》 
 108學年度研究生甄試生於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108年 2月）提前入學申請受理時

間：108 年 1月 2日至 1月 8 日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127867,r219-1.php?Lang=zh-tw 

 

 

 

《總務處》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與國家圖書館、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臺南市美術館合辦

「藏在地圖檔案的故事」專題講座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144459,r6812-1.php?Lang=zh-tw 

 

 實驗動物房建築物改善及空調更新工程施作時程公告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46418,r992-1.php?Lang=zh-tw 

 

 【重要訊息】為配合 107年度結帳及決算作業，各類所得發放作業將提前，請各單位

切實遵行辦理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147964,r47-1.php?Lang=zh-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2FyZWVy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xMy0xMTAxLTE0ODE2Ny5waHA=&b=DGREOV/c%d1023805784016063/vsghy/26129643505996/DFGBX02389-08


 

 

《研究發展處》 
 腦科學中心【Brainstorming the Brains 系列電影】，11 月精選出 5部科普電影，每

天上午 11點至 12點在生命科學一館 112 室 
參考網址：https://www.beclass.com/rid=223f01e5bcd8ef8bda97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徵求 108 年度研究生專題計畫，申請日期：自即日起至 12月 31

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816 

 

 【研究倫理教育訓練】12月 7 日舉辦研究倫理教育訓練(6)：教育行動研究暨人因工程

之倫理議題，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147181,r3334-1.php?Lang=zh-tw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108 年度水土保持局創新研究計畫」至 12月 20日止受

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836 

 

 

 

《圖書館》 
 12月 4日至 12 月 7 日，總圖書館五樓進行空氣流通設備加強工程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2 

 

 台灣雲端書庫提高單次借閱量到 6冊，歡迎讀者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軟體教育訓練】打造程式設計概念！MATLAB 課程 11月 20日中午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ezfiles/107/1107/img/2902/825584865.pdf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JlY2xhc3MuY29tL3JpZD0yMjNlZmI5NWJhNDZjNzBhYTUwZA==&b=DGREFV/c%d1023805656016063/vsghy/26129516466914/DFGBB14293-10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JlY2xhc3MuY29tL3JpZD0yMjNlZmI5NWJhNDZjNzBhYTUwZA==&b=DGREFV/c%d1023805656016063/vsghy/26129516466914/DFGBB14293-10
http://learning.cc.nthu.edu.tw/ezfiles/107/1107/img/2902/825584865.pdf


 

 

《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 
 本年度科技部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培訓與就業輔

導實施計畫，即日起開始申請。產業洽詢電話：03-5715131 轉 34581、35195。 
參考網址：https://raisenthu.tw/ 

 

 【轉知】2019第二十二屆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敬邀參加！報名日期：即日起

至 2019 年 1月 25日（星期五）前截止 
參考網址：https://www.innosociety.org/m/404-1649-57424.php?Lang=zh-tw 

 

 【轉知】2019第十八屆馬來西亞 MTE 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敬邀參加！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11日（星期五）前截止 
參考網址：https://www.innosociety.org/m/404-1649-57429.php?Lang=zh-tw  

 

 【轉知】2019年「台北國際航太暨國防工業展」及「台灣無人飛行載具展」，歡迎報名

參展。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9年 1月 11日（星期五）前截止 
參考網址：https://www.tadte.com.tw/zh_TW/index.html [1]  

 

 【清華大學創業大道】您想創業卻不知從何開始嗎?創業大道就是為您專屬打造的【統

合性創業輔導平台】與【創業路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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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本(107)年 12 月間將於台北、新竹、台中、高雄辦理

「2019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徵展說明會共 4場次，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本次活動採線上報名)  

參考網址：https://www.tipo.gov.tw/ 

 

 

 

《全球事務處》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2019 UNICON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54 

 

 10810赴陸港澳學期交流申請說明會（12 月 11日中午 12 點 20 分）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77 

 

 2019宋卡王子大學(PSU) Thai Cultural Camp－兩梯次報名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79 

 

https://www.innosociety.org/m/404-1649-57424.php?Lang=zh-tw
https://www.innosociety.org/m/404-1649-57429.php?Lang=zh-tw


 

 

 2019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 Summer Program－2019年 2月 26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75 

 

 2019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 Vancouver Summer Program(VSP)－2019年2月26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72 

 

 「門戶開放國際奧林匹亞競賽：俄羅斯獎學金專案」，歡迎學生自行報名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81 

 

 

 

《師資培育中心》 

 申請 107 學年度 2月（108年 2月至 108 年 7月實習）教育實習流程與注意事項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47359,r48-1.php?Lang=zh-tw  

 

 106學年度新進師資生問卷調查即日起開放填答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47167,r48-1.php?Lang=zh-tw  

 

 108年教師資格考試簡章發佈時間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47946,r48-1.php?Lang=zh-tw  

 

 「108年度數位教學能力檢定」即日起開始報名（至 12 月 14 日下午 5 點止）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47865,r48-1.php?Lang=zh-tw 

 

 

 

《理學院》 

 「李博士克承獎學金」（至 12 月 5日申請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9064,r2507-1.php?Lang=zh-tw 

 

 

 

《工學院》 

 動機系專題期末競賽參展報名（至 12月 7日報名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files/14-1265-110833,r4642-1.php?Lang=zh-tw 

 



 

 

 工工系 12月份實驗室借用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48087,r2714-1.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美光科技】預聘徵才訊息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47902,r1602-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校外活動】「公民通識教育研習營」活動資訊  

參考網址：http://www.dhss.nthu.edu.tw/files/14-1147-147441,r1561-1.php 

 

 【活動】華文所〈雙面張系國〉清華榮譽講座頒授典禮暨演講活動：12 月 10 日至 12

月 13日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47832,r2733-1.php?Lang=zh-tw 

 

 【月涵學堂】一月高中國文教師研習早鳥報名開始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47925,r11-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2019年總統教育獎（生科院大學部 12月 24日下午 5點收件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345 

 

 

 

《電機資訊學院》 
 歡迎參加 12月 20日（星期四）台積電 IT清大徵才講座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47562,r64-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暑期海外名校體驗學習獎學金－12 月 20 日（星期四）申請截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47165,r58-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寫作中心講座】基礎科技論文寫作/Introduction to Technical Writing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809  

 

 通識中心 Tea Time–通識有約－12 月 10 日學生座談活動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cgenews20181210/  

 

 

 

《竹師教育學院》 

 大仁科技大學「2018 全國幼兒科學暨創意教具競賽」活動－即日起開始收件至 12 月

20日止 
參考網址：https://goo.gl/pFcuQN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年刊」第 30期徵稿－即日起開始收件至 108年 6月 30

日止 
參考網址：https://goo.gl/ThgXfD 

 

 107學年下學期生活助學金申請，請於 12月 10日前將申請表送院辦 

參考網址：http://psy.web.nthu.edu.tw/files/14-1999-148140,r6860-1.php?Lang=zh-tw 

 

 

 

《藝術學院》 

 【敬邀】造化由心－藝設系教師胡以誠工筆花鳥創作展於 12 月 7日至 12月 19日舉

辦，歡迎蒞臨國父紀念館逸仙藝廊參觀 
參考網址：http://artdesign.web.nthu.edu.tw/files/14-1966-148116,r6293-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南島中心演講活動】1930年代布農族丹社群馬候宛移住史耆老口述及親屬表調

查計畫成果發表會（採認公務員研習實習） 

 

說明： 

1. 地點：清華大學總圖書館清沙龍 

2. 時間：12月 5日，下午 2點 20分至 5點 20 

3. 主持人：柳書琴／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教授、鄭安睎／台

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教授 

4. 與談貴賓：林葉成、江德天、林富輝／馬遠丹社群耆老、

阿浪‧滿拉旺／原民會公共建設處處長、江阿光／馬遠社

區發展協會總幹事、余建財 

5. 族語口譯：林富輝先生 

【南島中心演講活動】通往大豹的慢船－隘勇線、滅社、遺族 

 

說明：  

1. 講題：通往大豹的慢船── 隘勇線、滅社、遺族 

2. 講者：高俊宏／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3. 時間：12月 5日，下午 3點至 5點 

4. 地點：清華人社院 C304 

    



 

 

【中文系專題演講】中級華語課程聽力與會話教學設計 

 

說明： 

1. 講 者：施安辛／成功大學華語中心講師 

2. 時 間：12月 5日，上午 10點 10到下午 1點  

3. 地 點：人社院 C402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

146836,r11-1.php?Lang=zh-tw 

 

 

【工工系專題演講】當 AI遇到工業 3.5 

說明： 

1. 講 者：陳文耀、簡禎富／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資深處長、工工系講座教授與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

(AIMS)研究中心主任 

2. 時 間：12月 15日，上午 10點 20  

3. 地 點：清華大學名人堂 

4. 參考網址：https://goo.gl/forms/x7JbtE38YEMNPGpM2 

 

 

 

 

 

 

 

 

 

 



 

 

【綜學組演講活動】馬維欣的斜槓人生－教你職場延禧攻略 

 

說明： 

1. 講 者：馬維欣／元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董事長 

2. 時 間：12月 7日，中午 12點 30到下午 2點 30  

3. 地 點：台達館璟得講堂 

4. 參考網址：http://gsa.web.nthu.edu.tw/files/14-1146-

147050,r11-1.php?Lang=zh-tw 

 

【人社院專題演講】Southern Song Neo-Confucianism in a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說明： 

1. 講 者：Kim Youngmin／首爾大學政治系教授 

2. 時 間：12月 6日，上午 11點至下午 1點 

3. 地 點：人社院 C501室 

4.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47812,r2733-1.php?Lang=zh-tw 

 

【亞太中心演講活動】媽祖與華僑的遺產化：生活記憶、文化治理與文化戰略 

說明： 

1. 時 間：12月 13日，下午 6點 30至下午 9點.30 

2. 地 點：人社院 C310室 

3. 【講座一】遺產化的媽祖：信仰、民俗與記憶政治 

講者：古明君／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4. 【講座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華僑博物館 

講者：陳瑞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與社會學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5.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48288,r2733-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The life of SPICE as a transient circuit simulator 

說明： 

1. 講 者：Chung-Kuan Cheng／UC San Diego 教授 

2. 時 間：12月 4日，上午 10點至 11點 30 

3. 地 點：台達館 505室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48183,r67-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晶片設計與精準醫療的跨界合作 

說明： 

1. 講 者：張智淳／WASAI Technology 偉薩科技 CEO 

2. 時 間：12月 5日，下午 1點 30至下午 3點 

3. 地 點：資電館地下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48119,r67-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