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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3
成大、秀傳醫療體系攜手合
作 共創多贏

學術、醫療體系合作再添佳
話！國立成功大學與秀傳醫療
體系於106年元月3日簽署「成功
大學─秀傳醫療體系」學術合
作協議。

2017-01-07
成大第七屆職業生涯教練教練開幕

以一個嶄新的人才培育方式、高度吸引學生熱
烈參與的職業生涯教練，22家知名企業派出22
位教練擔任業師、221人在甄選機制中幸運入
選的學生7日在成大國際會議廳參加第七屆職
業生涯教練的開幕典禮。

2017-01-11
國家產業創新獎 成大囊括團隊類與組織類2項大獎

具有產業創新領航指標意義的「國家產業創新獎」，成
大化工學系/成大嚴慶齡工業技術研究發展中心-高值化功
能性材料研發團隊「奈米技術於傳統產業之應用」獲得
團隊類「工業基礎技術深耕」獎，成大前瞻醫療器材科
技中心獲得組織類「績優創新學研機構」獎。

2017-01-06
成大資訊系大四專題展

成大資訊系大學部第十七屆畢
業專題展在資訊系新館，作品
分為數位生活科技與軟體技
術、計算與通訊與網路、資料
與知識工程、架構與嵌入式系
統、多媒體、生醫工程等六大
領域。

2017-01-09
成大打造友善跨域場域 年輕學者樂在成大深耕

「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成大在105囊括7名額，校長
蘇慧貞分別頒發10萬元給物理學系副教授陳則銘、生
理學科暨研究所副教授楊尚訓、機械工程學系副教授
劉彥辰、醫學系外科主治醫師賴昭翰、生物科技研
究所副教授王涵青、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李約
亨、交通管理學系副教授林東盈等七位獲獎者。

2017-01-04
成大歷史文物館展新貌

成功湖畔的歷史文物館2017年1月4日起重新換裝展新貌，這座
近百年歷史的建築物重塑之後，內部空間可多功能使用，展
演、教育、論壇、工作坊等等，為成大帶來更多人文創新。

2017-01-06
成大與荷蘭、日本大學合作推動亞太防災訓練
平台

「成功大學防災研究中心」自1996年籌設以來，至
今已成立20週年，對臺灣的天然災害防治貢獻甚
多。2017年1月6日於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系海
工大樓2樓演講廳舉辦20週年成果發表會。

2017-01-09
成大走入社區 闡揚傳統文化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及其學術合作單位財
團法人臺南市台疆祖廟大觀音亭暨祀典興濟宮，
連續五年合辦民間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今年主
題是「虎爺暨動物神祇信仰」，二天共發表28篇
精彩論文，圓滿落幕。

2017-01-09
成大與國實院合作建置 低碳綠能南部產學研
發平台

為提升南臺灣低碳綠能產學研發能量，並培育國
內相關領域之高級技術人才，國家實驗研究院與
國立成功大學於2017年1月簽訂「低碳綠能南部產
學研發平台合作協議」，希望結合產學研能量，
共同打造南臺灣的低碳綠能創新技術研發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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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12
成大「遇見伊斯蘭」特展登場

成功大學歷史系舉辦「遇見伊
斯蘭」特展，讓校內外人士前
來認識伊斯蘭宗教與文化，理
解西方觀點之外的真實伊斯蘭
世界。

2017-01-21
人社教育跨域發展 鼓勵師
生勇敢碰撞

教育部「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
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成
果展—LET’S BOOM！1月21日
C-HUB創意基地熱烈舉行。

2017-02-14
成大人社中心震災重建團隊心理重建課程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於去年0206美濃大地震之後成立震災重建團
隊，在臺南市歸仁國小等多個區域探討重建規劃相關議題，專業課程讓小學
生成為地震防災小尖兵。

2017-01-17
財團法人成功財務金融策略
研究基金會 頒發清寒優秀
獎學金

「財團法人成功財務金融策
略研究基金會清寒優秀獎學
金」，17日趁舊曆年前頒給20名
成大學生。

2017-02-09
2017成大研發論壇「看見成大、卓越領
航」系列講座

被譽為「藍光之父」的2014年諾貝爾物理
學獎得主Dr.  Shuji  Nakamura（中村修二博
士），9日蒞臨成功大學演講；他期許想走
研究路線的年輕人，參考他人論文外，更要
有自己的想法、觀點，認真做實驗去證實，
找出方向。

2017-01-13
成大將茶知識與茶文化帶入校園

成功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李啟彰有心將
茶的歷史發展、茶文化、影響及內涵等
帶入校園，在歷史系開設「東亞茶文化
交流史」，除了講課還安排實作泡茶，
學生們坐上茶席展現所學，展現茶文化
的內涵與知識。

2017-01-18
模擬世衛組織會議Taiwan 
WHO Simulation開幕

臺灣第一個醫學生自發籌辦的
模擬世衛組織會議Taiwan WHO 
Simulation，18日在成功大學開
幕！來自世界各地的2 4 0位醫
學院學生齊聚，準備代表全球
一百多個國家，實地演練國際
醫療衛生議題表決過程。

2017-02-10
成大船舶性能試驗拖航水槽 
東南亞唯一 ISO9001認證 

擁有全國最大「船舶性能試驗
拖航水槽」的成功大學系統及
船舶機電工程學系，獲得日本
海事協會(Class NK) ISO9001認
證，未來國內外船廠造船前要
預估相關數據，不必遠赴歐美
做實驗，除了節省成本外，更
不怕關鍵技術外流。

2017-01-25
第十三屆國家新創獎 成大團
隊表現亮眼

第十三屆國家新創獎，成功大
學謝達斌教授、楊瑞珍教授兩
個團隊分別在學研新創之製藥
及新醫療技術組、農業及食品
生技組獲獎。

2017-01-13
成大工學院與菲律賓瑪布亞科技學
院簽署協議

菲律賓瑪布亞科技學院校長Dr.Reynaldo 
B.Vea參訪成功大學，並與成大工學院簽
署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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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17
成大山協社與林務局合作 
為森林保護盡一分心力

「成大山協社」與農委會林務
局簽署合作備忘錄，協助林務
局巡護山林，防範盜伐、濫
墾、盜獵等工作，發揮遏阻作
用，共同維護臺灣美麗山林。

2017-02-21
成大附設醫院睡眠醫學中心 　
揭牌

為提升南臺灣睡眠醫療產學合
作能量、改善大臺南地區睡眠
障礙就醫檢查的不便等窘境，
新設的睡眠醫學中心106年2月21
日揭牌。

2017-02-23
228前夕成大補發政治受難
學生畢業證書

在戒嚴、威權，風聲鶴戾的年
代，校園裡瀰漫著不安氣氛，
具批判意識的知識份子不容於當
權，受到政治整肅。成大在228
前夕補發政治受難學生畢業證
書，彌平遺憾。

2017-03-01
成大「東南亞閩南廟宇及貿
易網絡」計畫合作工作坊 

第八屆「東南亞閩南廟宇及貿易
網絡」計畫合作工作坊3月1日在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館舉行。

2017-02-16
成 大 陳 維 新 教 授  獲 選 為
Clarivate Analytics臺灣工程
領域唯一高度被引用學者

Clarivate Analytics（原湯森路透智
權與科學事業部）發布2016年
論文高度引用學者名單（Highly 
Cited Reseachers），詳列論文於全
球引用次數最多之研究人員。臺
灣19位獲選，其中在工程領域，
陳維新教授是唯一入選者。

2017-02-18
給大腦Buffet Time 臺南智慧
黑客松盛大開幕

以集思創作、解決問題為主而舉
辦的南臺灣「黑客松」活動，18
日在成功大學盛大開幕，來自全
台各大專院校300多名學子，在
這裡三天兩夜不眠不休創意激
戰，經由孵育、育成、擴散，建
構友善的智慧生活環境。

2017-02-22
科技部105年度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科技部105年度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揭曉，成大得獎人分別是資訊工程
學系鄭芳田教授、黃憲成助理研究員「AVM之精進與延伸應用」、生
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莊偉哲教授「專一性拮抗組合蛋白αv-和/
或 α5β1 之新穎去組合蛋白及其醫藥用途」、教育研究所楊雅婷教授
「運用創新教學與雲端運算融入自我健康管理技術」。

2017-02-24
成大數位影像與設計作品 國際商展大
放異彩

創意產設計研究所助理教授卓彥廷帶領成
大C-Hub 創意基地的學生團隊進行相關影
像設計與行銷，今年參加巴黎家具傢飾展
MAISON & OBJET PARIS、二月中旬赴紐約
參加TRANOI商展，獲紐約Museum Arts and 
Design青睞，受邀在其所屬5個商店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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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07
成大圖書館二二八70年解嚴30年展

適逢二二八事件70年、解嚴30年，成功大學圖書館「波濤中的成大：
二二八70周年解嚴30周年主題圖書及校史檔案展」3月7日於成大圖書
館1樓東側閱覽區開幕，二二八受難者之一，曾任教成大、台大文學
院院長林茂生教授女兒林詠梅女士、孫兒女都出席，緬懷先人。

2017-03-03
臺灣國際蘭展盛大開幕 

國際三大蘭展之一的臺灣國際
蘭展3月3日展盛大登場成功大
學特地安排外籍學生入園參
觀，品味成大研發基金會承辦
的2017國際蘭花展盛宴。

2017-03-06
成大醫療器材創新設計校際
交流競賽

2017年成大醫療器材創新設計
（NCKU BioDesign）校際交流競
賽，最後由成大醫工系培育的
Julian團隊、ByeBumbleBee團隊
以及南台科大的BUP團隊分別奪
得前三名。

2017-03-04
成大單車節幫助新鮮人快樂
上大學

第十屆單車節活動多元豐富，邀
請高中生一起騎單車遊校園、騎
單車闖關、欣賞社團活動表演，
並且體驗國際美食嘉年華。

2017-03-02
成大專利研究設備 京都大學
教授特來參訪

成大微奈米中心開發出自有專利
技術可觀察活體細胞的穿透式電
子顯微鏡，日本京都大學多功能
幹細胞研究中心副主任江藤浩之
教授特地來參訪相關設備，並與
成大生物醫學等教授座談交流、
分享幹細胞研究心得。

2017-03-10
成大醫工系教授蘇芳慶榮任
科技部政務次長

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特聘
教授兼成大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
蘇芳慶2月受政府延攬出任科技部
政務次長。

2017-03-12
唐獎 2017女性永續發展科學週成大開幕

成功大學承受唐獎委託，為開發中國家女性
科學家建置國際合作平台而舉辦的2017女性
永續發展科學週(Gro Brundtland Week of Wome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2日在成功大學開幕。

2017-03-12
新住民成大越南博士生阮氏青河 出版越
南語教材書

在臺灣生活15年，從完全不會華語，到成為成
功大學博士生、專業越南語教師，來自越南的
阮氏青河將她10多年來學華語、教越語的經驗
與心得編寫成適合成人學習的越南語教材。

2017-03-15
成大、臺灣機械公會簽署合
作意向書

為把握工業4.0對臺灣發展的契
機，成功大學、臺灣機械工業同
業公會簽署合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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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3
成大合唱團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贏得特優

成功大學學生合唱團參加105學年度全國學生音
樂比賽南區決賽榮獲男聲合唱特優第一、女聲
合唱優等第一、混聲合聲特優第二。

2017-03-28
詩人吳晟資政28日訪成大 

詩人吳晟資政，28日訪問成功
大學，拜會成大校長蘇慧貞之
後，在中文系館與中文系的師
生暢談「寫詩與種樹」。

2017-03-31
成大、高雄都發局「感知運
動城市」國際工作營

成功大學建築系、三創學程與
高雄市都發局合作舉辦「感知
運動城市」國際工作營，40多
位成大學生在國內外學者專家
帶領下，進入高雄市哈瑪星，
將校園所學的課程、理論等實
際應用於真實都市。

2017-03-31
2017匯智高峰論壇—川普效應

美國總統川普上任，美國優先政府對
全球經濟帶來大衝擊，匯智俱樂部2017
年匯智高峰論壇─川普效應，探討川
普政府對臺灣石化等產業的挑戰，
及臺灣如何因應內外挑戰與未來展望
等，尋求石化工業穩健永續出路。

2017-03-21
成大生好功夫 國際跆拳道
公開賽奪三金二銀一銅

成功大學歷史系學生蔡毓恩、黃
佳蓉，雙雙在美國、比利時的跆
拳道公開賽奪得三金二銀一銅，
為校爭光！

2017-03-28
成大材料系「中鋼金屬實驗
室」揭幕

成大、中鋼多年來產學合作成
果豐碩；為讓學術理論、實驗
相得益彰，中鋼與成大攜手合
作建置「中鋼金屬實驗室」，
歷經6年籌劃與施工，106年3月
28日揭牌。

2017-04-05
成大學生進入左鎮區 大手牽小手翻轉教室

成功大學本地生、外藉生，將多元教學帶入純樸
的山區左鎮，帶給社區國中學生翻轉教室的學習
經驗！

2017-03-22
全國無人機賽 翱翔上青天

2017臺灣無人機創意設計競賽，
3月25、26日於臺南安定飛行場
登場，來自國內外20多所大專
校院90餘支隊伍熱情參與一較
高下。

2017-03-24
成大機械系、光陽工業「機
車工業及技術展示場」開幕

光陽工業重新建置設於成大機
械工程學系的「機車工業及技
術展示場」，並派工程師指導
機械系智慧汽機車研究社學生
社團，讓學生學習事半功倍。

2017-03-30
成大前瞻醫材中心、國研院
儀科中心簽署合作協議

成功大學前瞻醫療器材中心與
國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
中心，3月30日於「2017藥品和
醫療器材法規與創新國際研討
會（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gulatory Approaches for Foster-
ing Innovation in Drugs and Medical 
Devices）」共同簽署合作協議。

2017-03-31
陳一菁教授論文登頂尖期刊Science

從森林到海洋，從菜單上的選擇到假期安排，
氣候變遷導致生物分布改變，已經全面影響生
態系與人類生活！氣候變遷造成生物分布改
變，但生物分布改變又帶來什麼影響？成功大
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陳一菁表示，要達成永
續發展的目標，需正視「生物分布變遷」對現
在及未來造成的影響，這是人類面對全球生態
改變必需要做的準備。

2017年1月～2017年5月校園大事記
資料來源／成大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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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3
106年全大運聖火傳遞至成大

1 0 6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聖
火，4月13日傳遞到位在臺南的
成功大學，由成大副校長黃正弘
在榕園代表蘇慧貞校長，從台大
郭鴻基教務長手中接下聖火。

2017-04-18
關心學生飲食健康

成功大學學務處衛生保健組開
辦免費「營養師諮詢」門診，
外聘專業營養師為學生健康量
身，提供個人化的專業服務。

2017-04-10
臺德學術交流研討會

與德國學術交流頻繁的成功大學社
會科學院，4月10日舉行「臺德學
術交流暨研討會與工作坊」，臺、
德學者針對臺德法政領域、政經領
域、世代差距等議題，廣泛地探
索、討論與對話。

2017-04-21
越南文化週串起台、越交流　

連續舉辦10年以上的成大越南
文化週，凝聚起越南學生的情
誼、提升與臺灣學生交流。

2017-04-25
跳脫傳統思維的學習共享空間

位於敬業校區第三宿舍一樓的新K
館，經過一年的施作終於完工，
不只能發揮K書的功能，也具備一
個討論、對話的空間。

2017-04-14
蘇慧貞校長北一女演講 期許
學生遇見更好的自己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4月14日
受邀到臺北第一女子中學演講，
以「為了遇見更好的自己-女科
學家的生命態度」為題，分享所
學、人生經歷，以及身為女性科
學家所秉持的生命態度，也暢談
高等教育的任務，大學的意義與
初衷。

2017-04-19
「赤壁賦」躍上曲面牆

成大總圖書館修繕一樓大廳曲
面屏風牆，成大建築系吳玉成
副教授擔大任，用純熟的草書
寫下宋朝「赤壁賦」躍上曲面
牆，帶來文學視覺饗宴。

2017-04-07
成大慈幼社關懷瑞復慢飛天使

 成功大學學生社團慈幼社「成大榕園趣味
活動」，給孩子們一個快樂的春天午後，提
供家長喘息時間，也為豐富自己的價值。

2017-04-07
馬來西亞國民大學在成大辦
培訓營

馬來西亞國民大學3月在成大舉
辦為期兩天的培訓營，國民大
學教授親自授課，聚焦微型企
業財務會計與人才管理，也介
紹、分析馬國產業現況；受新
南向政策影響，吸引許多成大
本地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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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6
科技部105年度傑出研究獎 
成大教授囊括七席

成功大學教授研究能量豐沛，
科技部公布1 0 5年度傑出研究
獎，全國73名學者、研究人員
獲獎，成大囊括7席約佔10分之
1。獲獎老師有電機工程系王振
興教授、資訊工程系吳宗憲教
授、電機工程系李祖聖教授、
生化所莊偉哲教授、化工系陳
志勇教授、化學系葉晨聖教
授、航太系趙怡欽教授。

2017-05-03
科普環島列車抵臺南

行進中的火車上也能玩科學！以火車環島串聯全臺，推廣科學，使
科普與生活連結的2017年臺灣科普環島列車，5月3日到臺南，後甲國
中、新市國中等國中小200多名學生參與，在動手做實驗的過程，體
驗科學實驗的方式、累積科普知識與物理實驗操作的經驗，輕鬆感
受科學奧秘。

2017-05-09
成大材料系創新研發天然礦電池

成功大學材料系洪飛義教授、呂傳盛教授鼓勵學生
盡情發揮想像力，經3年努力終於研發出「天然礦電
池」，以蛇紋石(綠色大理石)為原料的礦電池，成本
低、無毒環保，發展潛力極大。

2017-05-11
2017商管聯盟高峰會 成大抱回商管
盃、元大盃雙冠軍

成功大學EMBA、AMBA學生獲得2017年商
管聯盟高峰會「商管盃」臺灣組II冠軍及
「元大盃」中華組冠軍榮譽。

2017-05-05
成大文書檔案保存與服務一級棒

成功大學創校於1931年，歷經85年歲月長河，
許許多多彌足珍貴的校史檔案都妥善完整保
存，4月中旬接到早年日籍教授百瀨五十孫兒來
信，希望能提供日治、光復時期外祖父任教成
大的相關資料，秘書室文書組找到了文書，並
將複本贈予家屬。

2017-04-28
李克讓教授獎學金頒獎

「李克讓教授獎學金」今年邁
入第28屆，4月28日舉行頒獎典
禮，共80名學生獲獎。

2017-05-08
成大陳維新、謝正倫教授 
獲106年中國工程師學會傑
出工程教授獎

中國工程師學會每年表揚10位傑
出工程教授，106年傑出工程教
授獎，成大水利及海洋工程研究
所教授謝政倫、航空太空工程學
系教授陳維新兩位教授獲獎。

2017-05-12
成大召開第九次「東南亞閩南廟
宇及貿易網絡」計畫合作工作坊

第九次「東南亞閩南廟宇及貿易網
絡」計畫合作工作坊在臺南國立成功
大學舉行。

2017-05-04
「支持5+2產業 創造永續新
經濟的論壇」

「支持5+2產業 創造永續新經濟
的論壇」5月4日舉行，金融、
綠能科技等領域專家共聚一堂
經驗分享、探討各項可能性，
期許共創永續新經濟。

2017-05-13
成大泰國學生會邀大家認識泰國文化

成功大學泰國學生會5月13日舉辦「ENJOYPLAYING 
WATER！享受玩水」活動，向成大師生介紹潑水節
傳統文化。

2017年1月～2017年5月校園大事記
資料來源／成大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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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8
2017臺灣設計展在臺南

2017年臺灣設計展以「設計」之鑰，透過永續循環、智慧生活、健
康樂齡等多元面向，找尋城市願景，今年最大特色是打造1+6展覽
場域，主館基地設在成功大學舊總圖書館（臺南市政府登錄的歷
史建築）再搭配6個衛星展區。

2017-05-24
臺日學術交流研討會暨工作坊

經濟、能源、環境三者如何並重發展是國際重要議題，成功
大學社會科學院暨經濟系舉行「臺日學術交流研討會暨工作
坊」，探討臺、日兩國的能源經濟政策。

2017-05-15
「臺灣荷蘭設計聚落」 打造
出臺灣與荷蘭設計交流場域

成功大學、臺南市政府與荷蘭公司
三方合作的「臺灣荷蘭設計聚落」
三年來已成功打造出一處臺灣、荷
蘭設計交流與合作場域，以文化交
流紮根而發展出的永續、循環經濟
等創新企畫或新作品。

2017-05-22
成功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合作打造偏鄉
全英語教學

由國立成功大學29位選修英語智能與社區服
務課程的學生，及來自香港理工大學18位進
行海外社區服務課程的學生，共同為新化
區口埤實小，及左鎮區左鎮和光榮國小小
朋友，進行全英語週六營隊及週間英語課
堂教學。

2017-05-27
成大、永豐銀行 成立Atelier 
Future未來智慧生活工場

國立成功大學與永豐銀行簽署合
作意向書，宣示成立Atelier Future
未來智慧生活工場並產學合作，
將帶領臺灣金融產業走向人工智
慧生活的願景。

2017-05-23
成大自製鳳凰立方衛星 登
上400公里高度軌道

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與航空太
空工程學系團隊參與歐盟主辦之
QB50計畫，自主發展兩公斤等
級之鳳凰(PHOENIX)立方衛星，
2017年4月18日藉由聯合發射聯盟
(ULA)擎天神五號(Altas V)運載火
箭至國際太空站，於5月17日由
國際太空站進行佈放至400公里
高度之軌道。

2017-05-17
成大過敏及臨床免疫研究中心
重大研究成果

王志堯教授開發「極具治療潛力
物質─奈米化極度水溶幾丁聚
醣(Extensive water-soluble chitosan；
EWSC)」，已經證實滴入塵蟎過
敏性鼻炎小鼠鼻腔，發炎症狀減
緩，並抑制神經發炎現象，效果
極為顯著。

2017-05-19
成大研究生郭湘鈴獲美國
SEBM青年研究獎

成功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張南山
教授是東亞地區首位獲得美國國
防部乳癌醫學研究獎科學家，
他指導的碩二生郭湘鈴獲得2017
年美國實驗生物學和醫學學會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Medicine, SEBM)青年研究獎(Young 
investigator Award)。

2017-05-31
成大台文系系館空間邁入百年

成功大學台文系系館空間(原日軍臺南
衛戌病院)2017年5月邁入100年，走過醫
療時期、也經過荒蕪歲月，如今已是臺
灣文學學術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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