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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成大新聞中心

2017-06-03
成大畢業典禮蘇慧貞校長勉
勵畢業生展現風格定義成大
2017-06-01
成大客家週彰顯客家文化之美
成功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第一屆
「成大客家週」，校園客家籍
師生熱情與會，感受客家族群
團結精神。

2017-06-02
成大師生讓文學的星空更燦爛

成功大學「106年畢業典禮」6月
3 日於成大光復校區中正堂活力
登場。蘇慧貞校長感性分享，
成大不能定義、更不應該框限大
家，但是成大學生展現的風格，
定義成大是一所怎樣的大學。

成功大學中文系「現代戲劇欣賞
與選讀」課程，師生把學術理論
應用在實務，完成了八部精湛短
片，舉辦「小星星影展」。

6月

01

02

2017-06-02
成大智慧財產權研發及推廣
小組賦予新任務再出發
成立至今八年的成功大學智慧
財產權研究及推廣小組， 6 月 2
日上午重新揭牌，為學校智財
管理制度與相關法律服務做出
更大的貢獻。

03

05

2017-06-05
成大護理系顏妙芬教授 獲
國際護理協會「政策創新貢
獻獎」
護理學系教授顏妙芬博士將成
大經驗寫成國際發展計畫案，
獲得國際護理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 ）高度肯
定， 5 月 27 日在西班牙巴塞隆納
舉行的年度大會公開頒予「政
策創新貢獻獎」。

2017-06-06
法國雷恩政治學院校長訪成大
盼開啟學生交換與交流機會
法國雷恩政治學院重視亞洲議
題，校長 Patrick LE FLOCH 博士
帶領中文及跨文化學程教授Prof.
Florent VILLARD、產學聯結負責
人Ms. YANG Mengchao訪問並拜會
成大，促進互動，開啟兩校更多
的合作機會。

06

2017-06-07
成大數位織品設計，紐約國
際當代家具展大放異彩
成功大學創產所助理教授卓彥
廷帶領C-Hub 成大創意基地的學
生，投入數位織品設計及打造
品牌卓然有成，帶著作品赴紐
約參加國際當代家具大展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Furniture Fair)

收獲豐碩。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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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成大

成大引入國外下午茶、咖啡文
化在校園內打造「成大叩門
(ecko) —成大咖啡時間」作為各
方創意發想交流的空間，溫馨走
過美好10年。

09

全球失智症人口快速攀升，成功
大學研究團隊積極投入治療阿滋
海默失智藥物研究與開發，已在
動物實驗獲致重大成果，為廣大
患者與家屬帶來曙光。

2017-06-11
成大建築系畢業展探索社會
議題以建築空間回應問題
成功大學建築系在臺北松山菸
廠一號倉庫舉行壹零伍級畢業
展，38名畢業生、38件作品，展
現從議題發想、反思，以最適
合的建築空間來回應社會。

10

11

12

2017-06-10
成大第七屆職業生涯教練劃
下圓滿句點
22017-06-08
成大與左鎮國中合作完成兼具
人文與生態導覽雙語電子書
成功大學與左鎮國中合作完成
「成功大學x左鎮國中雙語電子
書」，期待透過人文與生態導覽
之雙語電子書，推動「生態環保
教育旅遊」，創造城鄉雙贏。

榕園記事

2017-06-13
成大團隊開發出可能治療阿
茲海默失智藥物

2017-06-09
美好10年「成大叩門(ecko)-成大咖啡時間」歡慶10週年

08

夢想成大

7

第七屆職業生涯教練，呈現學
生與教練們的學習心得與體
驗，22組學生們用心製作30秒影
片，表達對教練無私的付出與
辛勞。

13

14

2017-06-14
成大召開第十次「東南亞閩
南廟宇及貿易網絡」計畫合
作工作坊
2017-06-12
成大、台肥簽署合作協議共
享研究與教學資源
成功大學與走過一甲子的臺灣
肥料公司簽署「國立成功大
學—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學術合作協議書，共享研究與
教學資源，創造雙贏。

由財團法人蔣經國國際學術交
流基金會補助、成功大學人文
社會科學中心執行的「東南亞
閩南廟宇及貿易網絡」計畫，
以《三國演義》與寺廟文化為
主題，研究範圍包括中國大
陸、臺灣、越南和馬來西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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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0
學術誠信與研究倫理學術研
習營20日在成大登場
2017-06-15
2017成大工設系畢業展獲設
計師高度讚譽
2017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畢業展
「設計背後」以人為本出發的設
計作品、展覽呈現手法到展場設
計，都獲得觀者高度肯定。

15

2017-06-15
成大社科院20週年院慶系列
「台法學術交流研討會暨工
作坊」
「台法學術交流研討會暨工作
坊」，邀請法國學者、專家與
會分享法國的相關經驗，讓成
大在數位時代的法律議題、創
新科技方面有所獲益。

2017-06-16
成大附工辦學績優學生在全國
技能競賽、繁星表現一級棒
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
學校應屆畢業生江昊展，贏得全
國技能競賽門窗木工職類南區分
區技競賽第一名；建築科學生程
子揚，高一鎖定繁星拼國立科大
目標，成績卓越如願進入了北科
大建築系。

16

為探討學術誠信與研究倫理，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舉
辦「學術誠信與研究倫理學術
研習營」，關注全球學術、研
究倫理議題的西澳大學社會科
學院客座教授馬克•伊瑟利(Professor Mark Israel)受邀在會中發表
演講。

19

20

2017-06-21
行政會議表揚105年度績優職工
鼓勵職工在工作崗位上努力付
出，成大表揚 105 年度績優職工，
共有人事室專員莊鈞卉、總務處
營繕組技士戴正義、教務處秘
書吳雅敏、醫學院事務助理許錦
桃、理學院地科系事務助理王凱
弘等5位獲獎。

21

23

2017-06-19
希望小學成大分校學童，懷
抱愛與勇氣展翅高飛

2017-06-23
美國國務院關鍵語言課程始
業式 23日在成大舉行

在臺南紮根七年的永齡臺灣希望
小學成大分校，與11所小學一同
落實補救教學課輔，每年約有
150 位學童受惠。今年有 41 位學
童畢業，其中有 9 位學童獲得小
博士的殊榮。

邁入第二年的「美國國務院關
鍵語言獎學金課程（CLS）」，
23名來自哈佛大學、約翰•霍
普金斯大學、楊百翰大學等美
國名校大學部、碩博士生，
歡喜接受8週密集華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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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成大

2017-06-26
實踐與在地脈動連結，成大
領先各大學大一必修「踏溯
臺南」

夢想成大

榕園記事

2017-06-29
成大舉辦國際文創研討會，
產學攜手共創聚焦社會創新

臺南擁有豐厚的歷史與多元人
文， 106 學年起領各大學之先，
推出大一新生必修「踏溯臺
南」跨院通識教育核心課程，
學生在學得專業知識之餘，還
能走出教室，認識臺南風土、
人情與文化。

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所舉辦
「2017年文化與創意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ulture and
Creativity(ICCC)」，主題為「設計

2017-06-28
成大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首屆畢業展於成大藝坊登場

思考與社會創新」，以「社會創
新工作坊」形式展開，探討各種
社會議題。

成功大學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第一屆畢業聯展《Jigsaw4：四人
個展》，於成大光復校區成大藝
坊展出。

26

27

2017-06-27
守護臺南土地安全，成大辦
鑽探人員講習訓練
臺南市中級土壤液化潛勢地圖
建置暨地質改善專案總顧問，
在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舉辦現
場鑽探人員講習訓練。

28

2017-06-28
成大規劃與設計學院能量活
躍與日本九州大學共創研究
合作新機制
成功大學規劃與設計學院在國際
設計學術的貢獻與表現傑出，獲
得日本頂尖大學九州大學設計學
院重視，經一年互訪交流後，簽
署了學術合作同意書。

29

2017-06-29
醫學院莊偉哲教授團隊蛇毒
蛋白研發新藥領先全球
成大教授莊偉哲團隊以基因工程
改造蛇毒，使其專一攻擊癌細胞
抑制生長，又能避免蛇毒對人體
的副作用，讓癌症變成可受藥物
控制的慢性病。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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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3
臺美姊妹關系聯盟
（TUSA）大使暑期華語研
習課程

2017-07-06
Facebook AI研究院Yann LeCun院長南
臺灣座談 參訪成大綠建築及南科國網
中心

2017 「臺美姐妹關係聯盟大使
暑 期 華 語 研 習 課 程 （ Ta i w a n -

享有「卷積神經網路之父」封號的Facebook
人工智慧研究院Yann LeCun院長接受臺灣學
術界邀請，分別在臺北與新竹舉行兩場公
開演講，希望吸引更多年輕專家學者投入
臺灣人工智慧的研究。

United States Sister Relations Alliance
Summer Scholarship Program, TUSA
Program）」，舉行始業式。

2017-07-04
成大羽球公開賽開打
第二十四屆成大羽球公開賽，來
自全台近120所大專校院1300多名
羽球好手齊聚一堂，挑戰全國大
專院校羽球界之最高殿堂。

7月

03

04

05

12

2017-07-12
2017大專校院積體電路設計
競賽頒獎在成大，IC高手交
流提升能力

2017-07-03
促進全球青年移動與跨境教
育，成大「臥虎．藏龍」計
畫把臺灣推向世界
成功大學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
研究所 (IIMBA) 過去兩年推動教
育部促進全球青年移動及跨境教
育之「臥虎．藏龍」計畫，2017
年共19位學員參與，展開為期兩
個月在台專業進修。

06

2017-07-05
臺灣最佳大學排行榜「社會
聲望」成大奪冠
遠見雜誌2017年「臺灣最佳大學
排行榜」出爐，最佳大學前五
名分別是台大、成大、清大、
交大、陽明；社會聲望最高，
由成大奪冠。

2017大專校院積體電路設計競賽
(IC競賽)於成功大學舉行頒獎典

禮， IC業界精英齊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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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3
成大推廣心理學科普 「夏祭
奇緣」密室逃脫遊戲反應熱
烈
玩遊戲也能認識心理學！為推
廣心理學科普教育，成大心理
學系等單位別出心裁規劃「夏
祭奇緣—不可思議的感官旅
行」密室逃脫遊戲，玩遊戲又
增長知識，反應熱烈。

觀點

發現成大

夢想成大

榕園記事

2017-07-17
泰國最有聲望大學朱拉功大
學，希望與成大更多合作與
交流
2017-07-14
成大蘇慧貞校長赴學生家親
授文憑
罹患肌肉萎縮症的成功大學中
文系碩士班學生郭祐銘，不向
疾病低頭，需靠呼吸器維生，
仍一心向學，病塌前高分通過
碩士論文口試，堅毅、永不放
棄的精神令人動容。

13

泰國最高學府朱拉隆功大學希
望加強與成大交流合作，校長
Professor Bundhit Eua-arporn拜會成
大，期盼兩所一流大學深入交
流帶來雙贏。

14

17

2017-07-14
成大學術卓越、校風自由
「夢想大學堂」節目專程拍
攝介紹
中視製播、介紹兩岸頂尖大學的
「夢想大學堂」帶領大家來認識
成大地標及精神象徵--榕園大榕
樹、學生創意發想空間D-24、訪
問投入偏鄉程式教育的蘇文鈺教
授等。

18

2017-07-18
成大「第二屆全國工學生工
程藝文獎」頒獎

2017-07-14
成大2017研發論壇 7月18日有
請2017IEEE總裁暨執行長Ms.
Karen Bartleson
2017 成大研發論壇「看見成大、卓
越領航」系列講座，邀請2017 IEEE
President and CEO/總裁暨執行長 Ms.
Karen Bartleson蒞校演講。

工程領域的學生，不乏內心有著
濃厚藝文情懷！成功大學博物館
舉辦「第二屆全國工學生工程藝
文獎」反應熱烈。

11

12

2017年6月～8月校園大事記

校園大事記

2017年6月～2017年8月

資料來源／成大新聞中心

2017-07-26
成大打造校園創新、創業環
境，開啟學生創業之窗
2017-07-19
成大團隊奪旺宏金矽獎應用
組鑽石大賞
電機工程研究所學生蔡定男、
鄭全翰、梁仲介、陳質岩組成
的「美賣」隊，以「賣場機器
人 - 商場用原型服務型機器人研
製」作品參加第十七屆「旺宏
金矽獎」競賽，抱回應用組鑽石
大賞；蘇慧貞校長親訪團隊實
驗室恭喜學生得獎為校爭光。

19

成功大學早在現有的產學優勢
下，彙整相關資源，大力發展
創新創業課程，打造創意、創
新、創業友善環境，並送傑出
學生團隊到美國矽谷;101年起至
今已輔導百餘個學生自組及師
生共組新創團隊，扶植10多家新
創公司。

21

2017-07-21
成大學制變革「大一到大四
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彈
性學習沒有選系困擾
成大學務會議通過「大一全校不
分系學位學程」學制變更，將擴
大為「大一至大四全校不分系學
士學位學程」，修讀的學生先進
入場域學習，再針對發掘的問題
自組專業學習課程、創建出解決
的方案或作品。

26

27

2017-08-03
幫偏鄉蓋廁所 成大學生用
一磚一瓦砌起服務學習的夢

2017-07-28
漢翔參訪成大 亟盼在航太
與綠色能源合作

成功大學學生組成暑期海外服
務學習團，一行18名學生，暑假
在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幫忙興
建環保廁所，用一磚一瓦砌起
服務學習的夢。

成功大學綠能研發能量紮實，
漢翔航空在飛機製造本業外，
也跨足綠能工程領域，董事長
廖榮鑫赴成大參訪，實際了解
成大在生質能源、沼氣發電等
綠色循環經濟的研發成果，期
許雙方為臺灣環保、經濟帶來
發展。

28

8月

1

2017-07-27
科技部價創計畫 成功大學
獲一億八千萬元經費

2017-08-01
創新務實成大在大學網路好
評中奪冠

成功大學研發能量豐沛，在今
年科技部「新型態產學研鏈結
計畫－價創計畫」徵件中過四
項提案，獲得總計 1 億 8 千 2 百萬
元的研發經費。

成功大學拿下「網路溫度計」
105 學年大學校院網路好評排行
榜冠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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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1
迎接AI時代的機會與挑戰成
大從主管研習做起
2017-08-09
國研院國震中心臺南實驗室
揭牌啟用，臺灣地震工程研
究進入新里程碑
歷經 10 年規劃、費時 3 年興建，
成功大學「國研院國震中心臺南
實驗室」揭牌啟用，將與臺北國
震中心功能互補，為臺灣地震工
程研究帶入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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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主管研習導入 AI 人工智慧
議題，邀全球視覺運算技術領
導廠商與繪圖處理器發明廠商
NVIDIA 解決方案架構經理康勝
閔、深度學習解決方案架構師
劉冠良，演講 NVIDIA 深度學習
解決方案架構及深度學習理論
與實務應用，說明深度學習運
算，對人工智慧相關研究與發
展的幫助，讓全校各級主管體
現AI時代的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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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4
成大推動醫療南向，東南亞
多國醫師、學者成大交流
成大為建立東協各校醫療產業合
作，連續三年舉辦「東南亞健康
照護產業未來展望與經濟發展國
際培訓課程」，邀請泰國、新加
坡、泰國、印度等10多國大學校
長及學者專家齊聚一堂，合力提
升各國人民健康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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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04
成大王筱雯教授獲 National
Geographic Explorer Global Grant

2017-08-10
成大創產與科藝所開啟「實作
型論文」研究

2017-08-14
成大、越南順化大學簽署校級
合作備忘錄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與海洋工程學
系副教授王筱雯，帶領研究團隊
長期投入於探討環境永續發展
的研究，得到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國家地理學會)肯定，成
為2017年Global Grants得主之一。

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助
理教授卓彥廷，今年首度帶領研
究生李宜瑾、劉羿貝進行「實作
研究」論文，結合學術與實務，
學生從實作過程找出問題。

成功大學、越南順化大學加強合
作交流層級，簽署合作備忘錄，
雙方也將在越南順化市設置聯合
科學與科技研究中心，並發展應
用物理與環境醫學科學的雙邊國
際人才培育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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