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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陳信文教務長獲選為2010年 美國金屬學會(ASM)會士、獲頒美國冶金學會(TMS)「TMS
EMPMD傑出服務獎」、以及台灣化工學會之「化工傑作獎」
ASM International 是全球最重要與最具歷史的材料學會之一，於全球擁有225個分會、以及超過44,000以上之會員。ASM International 創立
於1913年，於1933年正式命名為美國金屬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Metals)；該學會於1986年起改名為ASM International，以反應其為全
球之組織、以及會員活躍之領域已涵蓋金屬、陶瓷、高分子、電子、複合材料等各種材料之事實。而TMS與ASM是全世界最主要的二個金屬
相關學會。

賀 材料系賴志煌教授榮獲本校99年度「第5屆傑出產學合作獎」
賀 動機系葉廷仁教授師生團隊奪得「龍騰微笑競賽」第5屆冠軍
賀 資工系黃能富教授榮獲99年度第五屆「傑出產學合作獎」
賀 電機系李明昌教授、通訊所洪樂文教授榮獲99年度第13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愛滋病毒發現者 蒞校演說
【2010.10.06秘書處】
Sinoussi）教授，於10月5日上午，蒞校發表演說，講題為「HIV/
AIDS vaccine research: from today’s realities to tomorrow’s
hope」。對於這個仍有許多尚待研究及解決的二十世紀黑死病，吸
引各界不少人士前往參與，聽眾也把握這個難能可貴的機會，熱烈
向主講者提問請益。
陳力俊校長特別到場致詞，他首先感謝巴爾•西諾西教授今日到清華
分享她學術上的專業研究，讓大家對愛滋病的現況及未來的發展有
清楚的認識。陳校長也推崇她在愛滋病病毒的發現及研究，對當今
人類社會的貢獻重大。
從科學研究成果顯示，近十多年來有關愛滋病相關的研究上已經有
很大的進展，但是巴爾•西諾西教授表示，面對全球不斷增加的愛滋
病病例，除了現行已存在的預防方法外，對於發展新的預防或治療
2008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愛滋病病毒（即為HIV/AIDS病毒）
發現者之一的法籍弗朗索瓦絲•巴爾•西諾西（Dr. Francoise Barre-

愛滋病的策略是有急迫性的需求。她認為傳統疫苗措施無法有效發
揮，是因為我們對於愛滋病早期傳染及發病的情形的了解仍有所不

足。

此行為巴爾•西諾西教授首度訪台，愛滋病病毒自1983年發現以來，

愛滋病疫苗的發展之路仍舊需持續努力，巴爾•西諾西教授語重心長

對後續愛滋病相關的研究、診斷和治療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並對

的說出現在的實際情形。她表示愛滋病病毒發現至今已有27年了，

愛滋病防治有莫大的影響。她為現任法國巴黎巴斯德學院病毒部教

但是受限於動物的試驗模型、愛滋病病毒起源的多變性、病毒對免

授，除於實驗室內長期鑽研愛滋病毒，同時也走向國際社群，大力

疫系統偵測巧妙的躲避，以及早期建立的病毒儲存等機制，當前應

推廣愛滋病實務防治工作。

依據對發病的情形，來思考及尋求不同的疫苗策略。
雖然現況上愛滋病疫苗的效用是有些令人沮喪的，但是未來愛滋病
有效疫苗的出現，巴爾•西諾西教授認為是有機會的，惟需建構有效
的試驗和進一步的臨床研究的基礎上。是以，科學家們仍持續不斷
的努力，希望未來結合新的技術、創新和高風險觀念，及整合基礎
與臨床的科學，能對新的愛滋病疫苗發展有所貢獻。

《秘書處》
校園規劃室─「國立清華大學水木飛羽話清華環境篇」校園環境攝影第一期徵稿
活動辦法

1. 活動宗旨：為出版「水木飛羽話清華」第四版，擬徵求本校校園
生態環境照片以充實該書環境篇之內容，並藉此活動讓清華人認

7. 權責：
●

入選作品將於水木飛羽話清華使用(本校僅於此書保有使用權，
智慧財產權歸作者所有)。

識優美的校園環境，提升本校師生對清華校園生態的認識。來稿
●

入選作者資料將於「圖片作者索引」登載。

2. 參加資格：不限資格。

●

應徵稿件未獲選者，本室將自行消除，不予保留。

3. 應徵作品規格如下：

●

應徵作品須為自行攝影拍照，不得仿冒抄襲，獲選作品如經發現

以能配合環境篇(內文詳附件)刊登之照片優先採用。

4. 照片規格為400萬畫素以上之影像檔(JPG檔)。
●

每人參加作品數量、主題不限。

●

評選方式及獎勵：由專家及學校主管組成之評選委員會實施評
選。擬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獲選照片將獲
500元/張獎金；並於本書出版後，贈與獲選作者「水木飛羽話清
華第四版」若干本(數量視實際情況而定)。

5. 徵選期間：自即日起至99年11月31日止(第二期視第一期徵稿情況
續辦)
6. 報名方式：於截稿期間內，隨時可將檔案寄至yrluo@mx.nthu.
edu.tw (聯絡人：駱妍汝)，並請書名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

有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者，除取消資格，追回獎金、贈書外，法
律責任由獲獎者自負。
●

凡報名參選者，視同認同本辦法一切規定，本辦法如有未盡事
宜，得另行公布補充之。

* 相關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
ontent&id=5875&sub1=Art#showTitle
(有關環境篇內文請於網頁下方夾檔下載參閱)

《教務處》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課程與教學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
為提升教學品質，教發中心提供課程與教學研究計畫經費補助，每門課最高補助15萬元整，以鼓勵本校教師從事專業課程與教學相關研究，
並發展改進教學品質之策略。上學年共計有6門課榮獲此計畫補助，並將於本學期進行成果發表，歡迎教職員踴躍參加！
報名網址：中心網站http://ctld.nthu.edu.tw/?p=196
場次

時間

計畫名稱

地點

發表人

第一場

10/25(一) 15:00-16:00

師資培育學生修習輔導課程的學習
與成長經驗

行政大樓 第二會議室

林旖旎老師 / 師資培育中心

第二場

10/25(一) 16:00-17:00

本校第10級應屆畢業生學習回顧問
卷調查結果報告

行政大樓 第二會議室

陳舜文老師 / 通識教育中心

第三場

10/27(三) 15:00-16:00

化學教室中之問題引導學習與思考

行政大樓 第二會議室

鍾崇燊老師 / 化學系

第四場

10/27(三) 16:00-17:00

普物電學實驗科學影片研製暨其教
學成效研究

行政大樓 第二會議室

戴明鳳老師 / 物理系

第五場

11/01(一) 15:00-16:00

校園之外的研究實作：從研究設計
到實地調查的社會學研究法

行政大樓 第二會議室

古明君老師 / 社會學研究所

第六場

11/01(一) 16:00-17:00

生醫材料課程與教學研究計畫

行政大樓 第二會議室

王子威老師 / 材料系

演講訊息
全球千千萬萬的人都泡在網路世界裡？

您想知道如何透過網路，輕鬆學習，讓您輕鬆省下寶貴的時間嗎？

您知道大家利用網路都在做些什麼嗎？

現在累積的能力就是未來出社會後的自我競爭力！

除了聊天哈拉、PK線上遊戲、找資料外，

歡迎大家一起跨越自我學習的界線∼與全世界同步一起學習成長！

您知道如何透過網路找出新的學習方法，增加自我的學習能力嗎？

報名網址：中心網站http://ctld.nthu.edu.tw/index.php?p=194

您知道網路如何幫助自我成長嗎？

時間

地點

99/10/26 (二)
18:30-20:00

遠距教室(合勤廳2樓)

主辦單位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演講人

議題

溫子欣主任
(國立空中大學教務處教發
中心)

網路學習力

《學務處》
99年上學期學務處諮商中心清大心靈綠洲渡假村系列活動
學務處諮商中心為協助全校教職員工生身心滋養，全面啟動內在動能，特辦理一系列以清大心靈綠洲渡假村為名的主題輔導週活動。內容包
含三場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團體測驗、三場演講、二場工作坊及六場電影。其中以『第36個故事』電影為盛大開幕場，備有精美茶點
及限量手工香皂，歡迎蒞臨參與。

主題

地點

時間

內容

主講者

電影院2

圖書館八樓視聽室

10/26(二)
18:30-21:00

攻其不備
--歡迎教職員生共同參與

清大諮商中心
李翠華社工師

電影院3

圖書館八樓視聽室

11/09(二)
18:30-21:00

型男飛行日誌
--歡迎教職員生共同參與

清大諮商中心
林聖智
實習諮商心理師

電影院4

圖書館八樓視聽室

11/23(二)
18:30-21:00

回到17歲
--歡迎教職員生共同參與

清大諮商中心
李雅惠社工師

電影院5

圖書館八樓視聽室

12/07(二)
18:30-21:00

購物狂的異想世界
--歡迎教職員生共同參與

清大諮商中心
謝慧馨
諮商心理師

電影院6

圖書館八樓視聽室

12/21(二)
18:30-21:00

單車上路
--歡迎教職員生共同參與

清大諮商中心
高祺淳
實習心理師

10/12(二)
12:30-14:30

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施測I
--歡迎清大同學共同參與

10/13(三)
12:30-14:30

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施測II
--歡迎清大同學共同參與

10/14(四)
12:30-14:30

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施測III
--歡迎清大同學共同參與

10/19(二)
12:30-13:00

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解測I

10/21(四)
12:30-13:00

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解測II

10/21(四)
13:00-14:00

演講：同學為什麼不同命?
--歡迎清大同學共同參與

孫毓璋
諮商中心主任

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
略量表團體測驗施
測每半小時一個場
蒙民偉樓207R
次(12:30、13:00、
13:30、14:00)

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
蒙民偉樓207R
略量表解測

諮商中心辦理

諮商中心辦理

系列演講1

蒙民偉樓102R

10/19(二)
15:10-17:00

學習，全面啟動！
—大腦開發與心智繪圖學習
--歡迎教職員生共同參與

黎珈伶博士

系列演講2

蒙民偉樓102R

10/20(三)
13:10-15:00

相戀•戀香—關於愛情的芳香氣味
--歡迎教職員生共同參與

曾捷媺
諮商心理師

系列演講3

蒙民偉樓102R

11/25(四)
13:10-15:00

招貴人、防小人—發揮你的人際魅力 林祺堂
--歡迎教職員生共同參與
諮商心理師

生命動能工作坊2

諮商中心大團體室

12/05(日)
9:30-17:00

音樂快樂頌—平衡紓壓工作坊
--歡迎清大同學共同參與

郭懷慈
身心療癒工作者

《總務處》
出納組99學年度上學期學分費繳費通知
●

99學年度上學期學分費繳費單自99年10月8日至20日止開放下載列

●

印及繳費，請至校務資訊系統項下「繳費單相關作業」自行下載。
●

列印繳費證明單；採用ATM繳款者需2個工作天後、信用卡及超商

自99學年度起繳費管道新增兆豐商銀全省分行櫃台，請同學多加
利用，相關資訊請參閱本校總務處出納組學雜費專區。（http://

急需繳費證明單者，請多採用臨櫃繳款，隔日即可於校務資訊系統

繳款者需3個工作天後可列印。
●

有任何問題請洽出納組洪小姐（分機31364）。

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1-1019-526.php）

《研發處》
2010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管理系列專題講座 (四)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每年為切合園區廠商之需求，特別針對「國際企管」、「企業經營」、「人力資源」、「財務管理」、「品質管理」等
五項領域，規劃一系列精采的講座以服務廠商，協助企業扎根及促進創新技術與管理，以提升企業競爭力，在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擁有主要
競爭優勢。

主辦單位：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代碼

時間

I175

11/3(三)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

講題

主講人

科技CEO看未來系列講座~綠色產業發展契機

旺能光電

梁榮昌董事長

課程完全免費

2. 清大場—清華大學研發大樓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課程查詢：

上課方式：

1. 自強基金會教育訓練網(科技管理) http://edu.tcfst.org.tw/
manage/index_query_register.asp

本會將於開課前二日發出上課通知單，請依通知單上之網址下載講
義並攜帶至會場上課。

2. 科管局科技人才學習網站http://e-learning.sipa.gov.tw/edu

報名方式：

3. 電洽(03)573-5521 Ext.3234 李小姐

1. 請至「自強基金會教育訓練處網站」線上報名

上課時間：PM14:00 ~ 17:00
上課地點：
1. 新竹場—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勞工育樂中心第一會議室
(新竹市新安路2號)

2. 請填妥下列報名表回傳至(03)571-6782

報名表
姓名
公司名稱

性別

□男 □女

學歷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其他

新竹科學園區內廠商
新竹科學園區外廠商

公司統編

部門及職稱

聯絡地址

E-mail

聯絡電話

報名代碼

(備註) 以上資料請務必全部填寫，方能完成報名

2010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管理系列專題講座 (五)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每年為切合園區廠商之需求，特別針對「國際企管」、「企業經營」、「人力資源」、「財務管理」、「品質管理」等
五項領域，規劃一系列精采的講座以服務廠商，協助企業扎根及促進創新技術與管理，以提升企業競爭力，在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擁有主要
競爭優勢。

主辦單位：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

代碼

時間

講題

I196

10/19(二)

品牌資產與產品文化形象塑造(清大場)

交通大學

陳光華教授

I197

10/26(二)

開發領導風格，創造魅力領導

自強基金會

陳頂立顧問

I198

10/28(四)

落實訓後學習應用，提升人才留任比率

自強基金會

蘇姵臻顧問

I199

10/29(五)

企業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案例實務

勤業眾信

張宗銘會計師

I200

11/2(二)

生產計劃與管理

合勤科技

林誌銘資深經理

I201

11/5(五)

工作管理與時間規劃

新竹市人資協會

鍾帛煻理事長

課程完全免費
課程查詢：
1. 自強基金會教育訓練網(科技管理) http://edu.tcfst.org.tw/
manage/index_query_register.asp
2. 科管局科技人才學習網站http://e-learning.sipa.gov.tw/edu
3. 電洽(03)573-5521 Ext.3234 李小姐

上課時間：PM14:00 ~ 17:00
上課地點：

主講人

1. 新竹場—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勞工育樂中心第一會議室
(新竹市新安路2號)
2. 清大場—清華大學研發大樓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上課方式：
本會將於開課前二日發出上課通知單，請依通知單上之網址下載講
義並攜帶至會場上課。

報名方式：
1. 請至「自強基金會教育訓練處網站」線上報名
2. 請填妥下列報名表回傳至(03)571-6782

報名表
姓名
公司名稱

性別

□男 □女

學歷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其他

新竹科學園區內廠商
新竹科學園區外廠商

公司統編

部門及職稱

聯絡地址

E-mail

聯絡電話

報名代碼

(備註) 以上資料請務必全部填寫，方能完成報名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 /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 / 從近代東西文明的遭遇
來看西學對傳統自然知識的衝激
●

時間：99年10月22日（五）10:00-12:00

次，第二是講者對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的田野文獻

●

地點：人社院C310室

研究，講述重返利瑪竇入華之旅，及利瑪竇傳入另類有據的自然知

●

講者：清華大學歷史所與通識教育中心合聘教授

徐光台教授

識。第三是講者對熊明遇的田野與文獻研究，田野地點包括南昌、

本次演講討論內容分為四部分：前言、對利瑪竇的田野與文獻研

長興、建陽、福寧，考據熊明遇受西學衝激對傳統自然知識的影

究、對熊明遇的田野與文獻研究、結語。首先，第一是講述李約瑟

響。第四是總結以熊明遇為核心的十七世紀自然知識考據。

（Joseph Needham）研究、兩種自然知識傳統走的是不同的路，
以及從近代東西文明的遭遇來看西學對傳統自然知識的衝激。其

《圖書館》
10月份利用指導課程
●

10/19 大陸資源何處尋: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論文全文數據庫

●

10/21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會議論文引用文獻資料庫 + ESI基礎科學指標資料庫介紹

●

10/26 EBSCO Host 2.0-(BSC+ASP+PsycINFO)

新片搶先看
●

10月20日 龍紋身的女孩

●

10月27日 白色緞帶

PM6:30 圖書館八樓團體視聽室A

《工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Dr. Sangtae Kim系列演講
●

10/20(三), 1:30-3:00 pm, 資電館地下演講廳
講題：Cyberinfrastructure and the “Network of Things” - Creating Economic Curvature in a Flat World

●

10/20(三), 3:20-5:00 pm, 化工館B18演講廳
講題：Microhydrodynamics: a Quarter-Century Retrospective

●

10/21(四), 10:10-12:00, 生科院2館地下一樓演講廳(James D. Watson Hall)
講題：Pharmaceutical Informatics and the Pathway to Personalized Medicines

主辦單位：化工系

《藝文活動》
樂在清華

教育館

一

二

三

四

五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侯盈吉&翁偉昇
吉他彈唱

吳柏醇
吉他彈唱
林欣叡
吉他彈唱

韓敦皓&李奇翰
吉他彈唱
吳婕
清唱

黃凱傑
吉他彈唱
李東翰
吉他彈唱

王端龍
吉他彈唱

10/25

10/26

10/27

10/28

10/29

賴耀成&林育賢
吉他彈唱

陳建豪
吉他彈唱
陳顥&劉苑吟
長笛

張育銓
吉他彈唱
葉耕綸
小提琴

林思廷
吉他彈唱
何亞奇
古箏彈奏

劉尚栩
手風琴

圖書館

教育館
圖書館

會計室99年第6期畫展
●

展覽地點：清華大學行政大樓三樓會計室藝文走廊

●

展覽日期：2010年10月19日(二)至11月18日(四)

●

開幕時間：10月19日上午11:00

●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會計室

會計室藝文走廊提供本校同仁及眷屬藝術創作絕佳的畫作展示空間，並在辦公之餘，可以開發心性、提昇藝文氣息、生活品味與美感的經
驗。歡迎全校同仁師生蒞臨指導。

黑白鍵的爵士愛戀－林悅倫爵士鋼琴獨奏會
●

演出者：林悅倫 / 鋼琴

●

地點：清華大學合勤廳

●

時間：2010 / 10 / 22 / 19:30

想像夜裡灑滿月光的河面是多麼的慵懶輕柔？以音樂守護著愛人的畫面是如此的甜美浪漫？而 Mona Lisa這謎樣的女孩又隱藏著哪些令男孩
心碎的故事？傾聽鋼琴家林悅倫用她極富磁性又能舒坦心靈的琴音，將爵士音樂裡的心情故事透過黑白鍵的精采詮釋，召喚每一個抒情感性
的心靈。

2010年科幻影展 Science-Fiction Festival─【機器．人】Robot．Android．Cyborg
「一開始機器人還不會說話，最後他們挺立於人類與毀滅之

活動4－我也是影評人：部落格讀影心得徵選

間…」──蘇珊•凱文（Susan Calvin）

●

●

●

●

時間：2010年10.02-11.30 / 每週二、六 20:30播映電影
地點：週二~清大合勤演藝廳、週六~清大蘇格貓底咖啡屋．

參賽資格：凡所有觀賞本年度科幻影展之觀眾歡迎踴躍參加，不限
於本校學生

【活動辦法】 將讀影心得mail至jichen@mx.nthu.edu.tw，由主辦單

免費入場

位與策展人鄭運鴻老師共同投票選出最佳作品，公佈

ROBOT ERA

名次於網站後至藝術中心找負責人領取獎品。本中心

講座2-11.02(二) / 19:00【失樂園】THE UPRISING OF ROBOTS

將不定期為大家公佈在「清大夜貓子電影院」的部落

＊18:40開放進場 敬請提早蒞臨觀賞

格、2010科幻影展網頁、Facebook「清大夜貓子電影

＊講座地點－合勤演藝廳

院粉絲專頁」的「網誌」上

活動1－觀影獎勵
集滿5個章者，可憑手冊後的戳章至藝術中心兌換蘇格貓底下午茶優
惠券1張

活動2－抽獎活動
每次播畢後，將抽出4位幸運觀眾可獲贈a.艾西莫夫小說、b.蘇格貓
底飲料5折優惠券
集滿9個章可憑手冊後的戳章抽大獎，於11/30閉幕時抽出5位幸運觀
眾，可分別獲贈－新世紀福音戰士之漫畫、DVD、電影套票
集滿9個章而未抽到獎者，可憑抽獎券至藝術中心兌換蘇格貓底下午
茶7折優惠券1張

活動3－機器人主題書展
本次影展與水木書苑合辦主題書展，展售貓頭鷹出版社之艾西莫夫
小說系列與《新世紀機器人終極百科》等書籍。

【截稿日期】請於2010年11/25(四)前寄至信箱，逾期概不受理
【名次獎項】 優選3名：新世紀機器人終極百科、電影套票、免費享
用貓店精緻排餐乙份；入選10名：蘇格貓底精緻排餐7
折優惠券1張

10.19(二) 《駭客任務立體動畫特輯》The Animatrix (2003)｜94min｜華卓斯基兄弟Larry and Andy Wachowski
10.23(六) 《機動戰士鋼彈：哀．戰士篇》MOBILE SUIT GUNDAM：Soldiers of Sorrow(1981)｜135 min｜富野由悠季Yoshiyuki Tomino
10.26(二) 《神通情人夢》Electric Dreams (1984)｜89min｜史帝夫巴倫Steve Barron
10.30(六) 《變人》Bicentennial Man(2005)｜130min｜克里斯哥倫布Chris Columbus
11.02(二) 《機器人奇諾丘》Hinokio (2005)｜110min｜秋山貴彥Takahiko Akiyama
11.06(六) 《獵殺代理人》Surrogates (2009)｜96min｜強納森莫斯托Jonathan Mostow
11.09(二) 《機器戰警》RoboCop (1987)｜103min｜保羅范赫文Paul Verhoeven
11.13(六) 《攻殼機動隊2.0》Ghost in the Shell 2.0(2008)｜99min｜押井守Mamoru Oshii
11.16(二) 《時空悍將》Virtuosity (1995)｜105min｜布雷特倫納德Brett Leonard
11.20(六) 《攻殼機動隊二》Ghost in the Shell Innocemce (2004)｜99min｜押井守Mamoru Oshii
11.23(二) 《異形終結》Screamers (1995)｜108min｜克里斯汀．杜葛Christian Duguay
11.27(六) 《複製嬌妻》The Stepford Wives (1975)｜115min｜布里安•福比斯Bryan Forbes
11.30(二) 《新世紀福音戰士：破》Evangelion 2.22 : You Can (Not) Advance (2009)｜111min｜庵野秀明Hideaki Anno
相關網址：http://nightcats.blogspot.com/

外文系11級畢業公演
●

上演時間：10/21(四)、10/22(五) 晚上6:30入場。7:00開始。

●

索票資訊：

1.《人工發票》
地點：小吃部前
10/18(一)~10/21(四) 12:00-13:00
10/18(一)~ 10/20(三) 18:00-19:00
一人一次，限領兩張。
2.《自行取票》
地點：水木書苑櫃台旁
數量有限，取完為止。

《演講訊息》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演講人

講題

99/10/19 (二)

Room 213,
LS Building II
生科二館

生命科學院
Host:
Prof. Suh-Chin Wu
吳夙欽教授

Professor Shigeo Katoh
Visiting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evelopment of
chromatographic media for
antibody purification

99/10/21 (四)
15:20~17:00

材料科技館511教室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林克偉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材料科學與
工程學系

Process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magnetic thin films

《藝文表演活動，如需校園停車，請於校門口告知工作人員欲參加之表演節目名稱，以公益活動單次入校20元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