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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編 的 話

用盡你所擁有的最高貴的品質，

你才會發現過去之中什麼是最偉大的，

是最值得了解和保存的。

尼采《歷史的用途與濫用》

我們文化的命運已經註定，

我們將再度清楚地意識到多神才是日常生活的現實。

韋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週年紀念日是公開回憶共有起源與經驗的活

動，群體藉此鞏固成員向心，凝聚集體認同，是當

代記憶文化中的重要形式。認同仰賴情感，因此週

年紀念日的活動安排，不免動員情感，充滿歡笑或

懷舊氣氛。我們參加週年紀念日活動，不都是希

望，並預期經由儀式活動，再次感受歸屬集體的確

定感？懷舊歡樂的嘉年華紀念就像一場戲劇，介於

生活與藝術之間，是鮮活的人性。

但是自許為未來校史留下資料的成大校刊，是

否該適度留下另類路標，讓所有參加嘉年華的成大

人，除了歷史情感篩選出的情感歷史之外，還能有

機會以批判的歷史理性來面對嘉年華。我們的紀念

日，是否可以在充滿情感歡樂之外，更進一步以基

進批判的歷史思考來沉思回憶？紀念日可不可以也

是沉思日？

校慶，學校的生日，也是週年慶的概念。在世

界各地努力著的成大人，藉著校慶系列活動再次凝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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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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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校慶期間，走過大學路看見那如牌坊般的

大學之門，不知道除了自我幽默一番的「窮你

就知」之外，是否還有人曾經想像過「窮理致

知」究竟能帶給21世紀的成大什麼指引？「合

力寫校史」〈窮理致知與大學精神〉以拉丁文

Veritas et Conscientia 重新詮釋朱熹、陸九淵與王

陽明的即物窮理與格物致知。東方箴言西方詮

釋，往復之間，校慶週年紀念日也成為沉思大

學精神的日子。

若能以「窮理致知／Veritas et Conscientia」

為我們所擁有的最高貴的品質來沉思成大85周

年紀念，或許成大人就更有機會貼近那非定於

一的多神，多元價值，的日常生活現實。抱持

多元，因此得以不同傳統的閱讀方式，藉由沉

思來領會「觀點」中歷任校長口述回憶的校務

歷史。最高貴的多元品質，才能揀選出讓所有

的卸任與過往，成為伴隨成大茁壯現在，邁向

未來的養分。

最高貴的品質還能以什麼樣的方式出現

在我們身邊？默默、踏實的低調熱情，或許就

是屬於成大人的浪漫美學。「夢想成大」〈讓

熱情得以實踐：沙鷗書屋〉訴說成大人與老屋

一見鍾情的故事。「發現成大」〈榕樹共生工

作坊：守護老榕走過更多一百年〉回應現實難

題的創造共生行動、〈INPSY：一本關於心理

學的獨立刊物〉靜靜摸索專業與之間的關聯、

〈Diauson帝澳森：追風的傻子〉則明白以傻子

哲學追風。或許，這些暫時的成果都非閃耀獨

特的革命，但低調美學的精神原本就在過程演

繹所展現的堅持與創造力。

其實，「合力寫校史」的另兩篇文章，

〈台灣省立工學院時期僑生簡史〉與〈成功大

學光復與力行校區的前世今生〉，也如其他文

章一般低調，以踏實築基的史料爬梳彙整功

夫，為勾勒多元成大盡心力。

成大最容易感受多元之處，或許還有令

人眼花撩亂的課程了。＜成大不可錯過的三

門通識課＞是以典型課室進行，加上磨課師 

(MOOCs)開放數位學習的熱門課程。不可錯過

是有口皆碑，但自己的不可錯過還是得由個人

一一尋訪。畢竟，透過個人情感與理性的交引

纏繞，才能提煉出自我的最高貴品質，才能揀

選出屬於自己的最偉大與最傑出。

紀念與沉思是當代歷史文化與記憶文化中

不可或缺的兩種面向。熟悉歡樂校慶紀念日的

我們，或許在稍離鎂光燈時，也別忘了沉思的

力量。理想與關懷，理性與感性兼備，那麼，

校慶或許就不再只是紀念日，也是沉思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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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貞校 長 的 話

前陣子因各方邀請，有許多機會與台灣的

青年學子談話，記得曾有學生提問：「身為一

個台灣的老師、校長，認為學生應該負起的社

會責任為何？」這個問題令我既感動又訝異，

因為青澀生命在煩惱苦悶的成長之外，還能積

極關心身為學生的社會責任。年輕、真誠的聲

音，總是能給教育工作者最直接的激勵，也是

最珍貴的禮物。

一直以為，學術、責任、公益與未來必

須聯結在一起。因此我大致如此回答，我說：

「負責任，維護公益，不要輕忽自己實實在在

的努力。」並且不要忘記，「把未來放得更高

更遠一點。」或許，我們會因此繞點遠路，但

只要能傾聽自己的聲音，跟隨心中那份感動前

進，不忘與夥伴攜手努力，並且在「企圖心起

飛的時刻，以同理心去凝視弱勢的需求，那麼

總會把事情做出自己的道理來。」

成
大
的
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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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世代不乏勇氣與熱情，將學術、責

任、公益與未來聯結，應該足以讓他們學習定

義自己的未來。在回覆同學的同時，心裡也隱

約感到問題背後其實隱藏著更關鍵的啟發。若

將問題改為：「身為一個台灣的老師、校長，

應該負起的社會責任為何？」那麼，學生的提

問就直指大學精神、大學功能與大學於當代存

在的意義了！

2016年恰逢成大85週年校慶，在歡慶生日

的同時，在接受眾人期許與勉勵的同時，我們

願意謙卑地以此提問，隨時地自省。過去，我

們是否為了強調學術培養的職務並彰顯其績

效，以致讓許多人誤解典範。將學術典範對知

識活動的強制性，理解為奴役性。然而，若強

制是為了促進精煉與通透，與奴役無關，那麼

未來我們顯然必須持續堅守學術典範。我們也

願意許諾，在未來，將更積極培養成大的獨立

思想與自由精神。

扎實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精神、社會

公益、全球視野，將交織出一個成大人樂於想

望、承擔並奉獻的理想大學圖像。我們期待，

也相互勉勵，共同以此「成大的高度」指引未

來，然後，踏踏實實的邁向更理想的成大90週

年、成大一世紀！

校長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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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1
臺澳跨國研究水下遙測新技
術測得海草分佈及健康狀態

2013年起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國際水質中心、國家實驗研究
院儀科中心與澳洲水質研究中
心跨國合作執行南澳總理基金
資助之『先進環境監測』研究
計畫「Premier’s Research Industry 
Fund project: Advanced sensors for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將使阿
得雷德海草保育工作更向前邁
進一大步，也促進當地產業技
術創新。

2016-06-04
為弱勢學童點光 成大蘇文
鈺教授與企業攜手培訓程式
教學志工師資

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蘇文
鈺要為弱勢的孩子盡心力，他
所主持的「兒童與少年程式教
學計劃(Program the World)」與鴻
海教育基金會合辦「永齡希望
學程程式設計師資培訓營」，
一起儲備偏鄉程式教學課輔志
工師資，蘇文鈺教授說，不僅
要培訓教寫程式的師資，還要
喚起「運算思維」與「解決問
題」的思考力。

2016-06-03
成大博物館聽海、迷宮多
寶、工學生工程藝文獎展覽
聯袂上檔

迎接2016的夏季與訪客，成功
大學博學館6月展覽檔期熱鬧繽
紛，「聽海-高木忠校友捐贈貝
殼展」、「迷宮多寶格-成大職
員教學研究蒐藏品系列展(四)」
聯袂上檔；而為激發工程領域
學生探索人文、藝術而舉辦
的第一屆全國工學生工程藝文
獎，也在6月3日頒獎，入圍作
品也同步於博物館展出。

2016-06-05
成大105級畢業典禮 畢業快樂

成大105級畢業典禮5日傍晚在光
復校區中正堂溫馨舉行，畢業生
齊聚一堂，領取畢業證書、聆聽
師長們最後的叮嚀與期許，邁步
人生另一階段。成大蘇慧貞校長
恭喜每位畢業生，畢業快樂，期
許畢業生為自己、為成大、為臺
南、為台灣以及下一世代寫出不
一樣的歷史。

2016-06-06
國中小行動學習交流會在成
大 聚焦「動手實踐與創新
人才培育」

教育部「國中小行動學習推動
計畫」於6月2日及3日假國立成
功大學舉辦「行動學習期中經
驗交流會」。

2016-06-06
成大學生創意滿點　府城古
蹟穿上身看見建築之美

成功大學C-HUB(成大創意基地)
的學生們，以臺南文創大道及
林百貨（五層樓）為主題做創
意發想，以瓦楞紙為素材，將
臺南特色建築、地標或故事穿
戴上身。

9月12月6 月

2016-06-07
成大蔣如姿、黃翊慈大學生
活留精彩紀錄

成功大學田徑校隊選手蔣如
姿、黃翊慈兩女將，在105年全
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表現出色，
都為自己在求學階段寫下歷史
新頁。兩人都說，能在畢業前
夕於運動場上創造個人最佳成
績，是個人在成大求學期間最
美好的回憶，也是報答成大的
栽培。

01 03 04 05 06 07 08 13 14 15 16 20

2016年6月～2015年8月校園大事記
資料來源／成大新聞中心

666 2016年6月～8月校園大事記



2016-06-08
伊斯蘭齋戒月 成大穆斯林
學生在祈禱室歡欣落日聚會

齋戒月對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
林來說是聖月，齋戒月期間穆
斯林傍晚都有聚會，由於剛整
修的新「祈禱室」完工，成功
大學穆斯林學生再也不必煩惱
聚會場地了。2016齋戒月剛開
始，穆斯林學生熱情邀國際長
黃悅民等師長參加落日聚會，
互動熱絡，讓人感受到穆斯林
對宗教的虔誠之心。

2016-06-13
越南DTU大學訪成大尋求合
作可能

13日上午來自越南中部最大的
私立學校維新大學（Duy  Tan 
Un ive r s i t y．簡稱DTU），LE 
CONG CO校長率同副校長等一
行4人蒞臨成大，成大黃正弘副
校長則與楊永年主任秘書、國
際事務處陳靜敏副國際長、護
理系顏妙芬主任、外文系林明
澤主任等人在雲平大樓第四會
議室會晤交談，雙方就學術交
流與合作廣泛交換意見。

2016-06-13
臺美跨國初合作關鍵華語在
成大美國關鍵語言課程開課

成大13日在光復校區文學院舉
行關鍵語言獎學金課程始業
式，成大蘇慧貞校長、教育部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司長楊敏
玲、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長姚
金祥、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
處文化新聞組組長陳漢藝John 
Slover、關鍵語言獎學金計畫課
程生活主任Timothy Liu、臺南市
副市長顏純左、成大副國際長
陳靜敏、文學院長王偉勇等都
出席。

2016-06-15
成大研發論壇王平院士談稅
改要將餅做大

2016研發論壇系列講座邀得經濟
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平蒞校
以「租稅改革的大哉問：To Tax 
or Not to Tax」為題發表專題演
講，王平院士剖析租稅制度四
大原則、分析並點出台灣租稅
問題與需改進處以及稅改建議
等，深入淺出讓台下聽眾對層
面複雜、牽涉廣的租稅有了概
括性的認識與了解。

2016-06-14
成大優質外籍學生三年半計
畫 喜獲馬國數理資優首獎
陳聲發

成功大學在馬來西亞擁有為數
眾多的校友，頂尖學術與教學
卓越，在校友強力口碑下，成
為當地學子嚮往的理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大一生陳聲發為
馬國古晉中華第一中學學生，
以參加成大數理資優競賽以優
異成績奪下首獎，取得就讀成
大入門票。

2016-06-20
成大2016海岸環境規劃參與
式工作坊凸顯在地人參與的
重要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
學系王筱雯副教授為建立科學
研究與民眾參與的關係而舉辦
「2016海岸環境規劃參與式工作
坊」，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UC 
Berkeley)景觀建築與環境規劃學
系的Randolph Hester

2016-06-16
成大2016玉山永續環境論壇
為永續環境發聲

成功大學永續環境實驗所16日
起一連兩天在成大光復校區國
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舉辦「2016
玉山永續環境論壇」，邀集學
者、專家共同探討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管制及整治技術等議題
及成果，與會人士一致認為，
社會大眾在關心環保問題與缺
失外，還要有如何解決的共識
與作為，包括源頭管理、法令
加強以及技術進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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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21
成大EMBA 在絲域挑戰賽贏
得美名

成功大學管理學院EMBA學員
勇於自我挑戰，6月組隊到大陸
參加第二屆「國際商學院絲綢
之路絲域挑戰賽」，在高度意
志力的支持下，不畏酷熱、乾
旱、翻山越嶺、溯溪，奮力挺
進走完全程，勇奪團體「最佳
風尚獎：張騫獎」等獎項，表
現優異，展現成大人樸實與團
隊合作的精神。

2016-06-23
成大陳則銘、楊政達教授獲
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系副教授陳
則銘、心理系副教授楊政達，
學術研究深入、前瞻，成果豐
碩，對科技發展、人文社會帶
來貢獻，雙雙獲得2016年中研
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
獎」。

2016-06-27
蔡英文總統會巴國留台學生 
成大校友受矚目

蔡英文總統赴巴拿馬訪問，台
北時間27日清晨宴請曾獲台灣
獎學金在台求學的10位巴國留
學生，其中3位為成大校友，成
大系統與船舶機電工程學系與
研究所畢業的巴拿馬留台校友
會會長史馬多（Amado Cerrud）
更以國台語雙聲帶代表大家致
詞歡迎，讓蔡總統、與會人士
和現場媒體都留下深刻印象。

2016-06-28
成大工學院創新工程教育中
心營造自在、創意發想空間

跨領域、多元交流有助於萌發
創新與創意！成功大學積極營
造校園創新氛圍與空間，在校
友百慶建設董事長施鴻圖的熱
情支持下，重新規劃空間新
設「工學院創新工程教育中
心」。

2016-06-30
成大把廢棄物變黃金「太陽
能電池廢棄物

成大6月30日於台糖長榮酒店舉
行「太陽能電池廢棄物—油泥
資源循環技術」發表會，成大
副校長陳東陽、成大資源系教
授陳偉聖、太陽能電池相關業
者亞邦公司董事長陳皇志、成
亞公司謝雅敏副總經理、屏東
縣政府綠能辦公室主任何紹康
主任等出席。

2016-06-25
成大「智慧生醫工作坊與校
際交流」 校園活力生醫創新

H.I.T.for Asia(生醫創新實作社群)
成大分部，6月25日在成大舉辦
「2016 HITech BioDesign Workshop
智慧生醫設計思考工作坊暨校
際交流競賽活動」，產、官、
學等專家學者帶領學員進行一
系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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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01
校安工作再進化 成大、警
方要建立安全通報機制

成功大學重視與關心校園及周
遭環境安全，要加強警民聯
繫，為師生及社區建構安心環
境；成大主任秘書楊永年表
示，將與警方合作逐步推動校
園安全通報機制。

2016-07-05
第23屆成大全國大專院校羽
球公開賽 7日火熱開打

一年一度的成大全國大專院校羽
球公開賽將在7日起至10日於成
功大學中正堂火熱開打，今年共
有111所學校、1,339位選手報名
參賽，共計1,791場賽程，為全國
大專院校規模最大、參賽人數最
多的羽球經典個人賽事。

2016-07-11
成功大學材料系創新研發 3D
列印攻下新城池

3D列印無所不印，但電池也可
印！成大功大學材料系教授洪
飛義、呂傳盛教授團隊已在實
驗室具體呈現；3D列印電池不
僅簡化製程，且體積小、效率
提高，有電容量增加、充放時
間短等優點。 2016-07-13

成大傑出校友王康隆當選中
研院新任院士

電機工程學系校友王康隆教授，
當選中央研究院第31屆院士；傑
出的表現，成大師生深以為榮，
也期許要在豐厚基礎下，培育出
更多能影響世界、對社會有積極
貢獻的優秀人才。

2016-07-04
成大蕭富仁教授研究發現 
訓練大腦放輕鬆帶來記憶與
效率

成功大學心理系教授蕭富仁團
隊經過多年研究與實驗發現，
大腦中與放鬆有關的α腦波
（阿爾法波Alpha Wave）能量增
強時，會讓人感受到的放鬆，
當大腦處於此狀態下，記憶能
力提高、專注力上升，學習或
工作更有效率。

2016-07-06
成大台語文專家巫義淵發表
新著「台語觀光文史講座」

巫義淵老師新著「台語觀光文
史講座」，7月6日上午於成大光
復校區修齊大樓2樓舉行新書發
表，台文系教授蔣為文、台文系
兼任教授呂興昌等熱情出席。

2016-07-11
成大、內政部建研所積極開
創雙邊合作計畫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在成功大學
歸仁校區設立多座國家級大型
實驗設施，也為成大教學、研
究等帶來加乘效果；成大蘇慧
貞校長鼓勵成大相關系所師生
善用國家等級設備，期盼雙方
能更積極合作與鏈結，為全國
打造出更健全的建築與都市發
展品質。

2016-07-14
成大頒40萬獎金 表揚5位論
文發表國際頂尖期刊教授

成功大學學術表現向來優異，
近兩年來多位教授的論文登上
Nature、Science頂尖國際學術期
刊，為鼓勵及肯定教師在教學
之外又耗費心力投入研究，為
學校帶來極高榮譽，經「鼓勵
發表國際頂尖期刊獎勵」審查
會議通過，將頒發新台幣40萬
元，並在教師節慶典公開表揚5
位傑出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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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5
成大團隊勇奪第16屆旺宏金
矽獎設計組鑽石大賞

成功大學團隊勇奪金矽獎設計
組鑽石大賞。前中研院院長李
遠哲、科技部部長楊弘敦、教
育部政務次長陳良基及教育部
技職司司長馬湘萍等多位長期
推動科學教育的產官學研人士
出席頒獎，鼓勵年輕人要發揮
創意與活用科學知識，都能成
為台灣科技產業發展不可或缺
的人才。

2016-07-19
成大「照顧計畫--共生」
工作坊 守護老榕走過更多
一百年

成大藝術中心即日起至22日舉
辦「照顧計畫—共生」建築工
作坊，邀得藝術團隊「豪華朗
機工」以榕園去年因風災受
損，已逐漸恢復生機的大榕樹
為主角，策畫一系列相關藝術
課程、環境生態與藝術實作等
活動。

2016-07-20
考慮市容整潔與需求 成大
周邊新增近600機車位

配合市府維護市容整潔美觀，
以及師生、洽公民眾機車停放
需求，成功大學與市府通力合
作，在成大力行校區與成功校
區臨交通要道的人行道上，新
增約600個機車停車格。

2016-07-21
日本NHK家族故事訪成大 
從高工校友小倉勇看見學校
卓越

回溯到成大前身的臺南高等工
業學校時期，日籍校友小倉勇
在戰後返回日本，也因母校臺
南高工給予紮實的知識、技
術，得以進入當時的大企業帝
國石油公司服務，走出人生的
困境，成家立業，子女有成，
其子小倉智昭，現為日本知名
藝人與節目主持人，日本NHK電
視台特地來台製作家族故事。

2016-07-25
成大資深教授「細說成大」
影音紀錄　口述歷史更添溫
馨與生動

成大85歲了，現存史料多為文
字記載，但影音記錄極有限，
有鑑於此，新聞中心從7月起開
始製作「細說成大」，以影像
方式呈現資深教授口述成大今
昔，訪問結束後將整理成輯。

2016-07-21
2016未來能源國際賽　成
大團隊摘銀

由美國國家能源局主導、七月
十八日至二十日在臺大電機系
博理館舉行的「2016未來能源國
際競賽」(Inter nationalFutureEnerg
yChallenge,IFEC)，由國立成功大
學電機工程學系學生團隊榮獲
銀獎。

2016-07-18
成大黃崇明教授團隊文化資
產多媒體影音輔助導覽解說
APP要為觀光、文化資產發
揚盡心力

成大資訊工程系教授黃崇明率
團隊大費心思設計一款A P P - 
DEH Narrator（無線行動電腦輔
助文化資產導覽解說系統），
方便解說員以APP自製內含多媒
體影音資訊的景點、景線和景
區等輔助說明，解說時透過熱
點分享給遊客，讓導覽解說服
務更理想與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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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25
2016未來能源國際競賽 成
大團隊勇奪銀獎

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學生組
隊參加美國國家能源局主導
的「2016未來能源國際競賽」
(International Future Energy Chal-
lenge，IFEC)，憑著紮實的訓練
與優異的技術一舉抱回銀獎。

2016-07-27
成大重視植物生態永續

校方重視植物資源保育，相關
人員不定期檢視老樹，以期校
園植物與生態永續發展；近日
校方為部份高齡樹木裝設支撐
架，而成大榕園編號一號榕
樹，校方也已慎審評估加強維
護與照料。

2016-08-01
國際潮間帶委員會首度來台

2016年國際灌溉排水協會潮間
帶永續發展委員會國際短期課
程-潮間帶因應氣候變遷之韌性
與調適，8月1日起一連5天在成
功大學舉行，近20國人員等齊
聚；課程介紹台灣經濟發展、
民眾生計及海濱生態共生共存
的經驗與努力成果以及台灣的
實力。

2016-08-03
成大推南向招生策略　向東
南亞優秀學生招手

成功大學多年來即持續關注東
南亞高等校育發展，除加強學
術交流與合作，亦亟思招攬東
南亞優秀學生，在「1 0 5學年
度外國學生招生策略」清楚標
示以東南亞為招生重點區域之
一。現今校內東南亞學生人數
四百餘人。

2016-07-29
成大學研營學長姊傳承的經
驗與智慧

「成大學生組織領導人研習
營」是成大最盛大的學生社團
活動。今年邁入第十三屆，為
期六天的訓練，除了以課程、
活動方式，讓學長姊傳承經營
組織、領導的經驗與心得，也
邀請外校團隊來分享所經營的
組織、或是關注的社會議題等
包括東南亞移工問題、迫遷等
議題。

2016-08-02
成大與長榮攜手「民航工程
學程」人才培育 創學產雙贏

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與
長榮航空建教合作第三屆「民
航工程學程」結業，9名學生不
僅修畢學分，也利用寒暑假完
成480小時實習，堅持、努力的
態度獲得師長一致肯定；結業
生進入航空業更是表現優異，
凸顯成大與長榮航空攜手培育
民航人才的用心與豐碩成果，
為期三年的「民航工程學程」
合作案將持續下去。

2016-08-04
成大選出全校輔導傑出導師 
教師節表揚

電資學院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
盧文祥等三位獲選為104學年度
「全校輔導傑出導師」，文學
院外國語文學系教授盧慧娟等
16位獲選為「各學院輔導優良
導師」，成大校長蘇慧貞將於
9月教師節慶祝典禮公開頒獎
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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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08
成大工學院新任院長李偉賢
上任展新猷

成功大學工學起家，與成大同
齡的工學院，是學校規模最大
的學院！機械工程學系教授李
偉賢8月1日接掌工學院院長，8
日上午在自強校區工學院舉行
新、卸任院長交接典禮。

2016-08-18
嚮往當成大人 武陵高中生
自發組成大之旅

想當成大人，先知成大事。來
自桃園武陵高中升高二學生，
自發組團進行三天兩夜的成大
之旅，深入了解醫學、資工等
八個嚮往的科系。特別在18日
上午9時抵達校長室，聆聽蘇校
長人生體驗和想法，暢談參訪
心得。

2016-08-10
成大教授蔡景仁、洪菁霞　獲
星雲教育獎「典範教師獎」

教育需要良師、良師要有典
範！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教
授蔡景仁、醫學院物理治療系
副教授洪菁霞，從人性關懷出
發造就師生關係、啟動學生正
向探索與學習，對教育的熱忱
與付出，今年雙雙成為第四屆
星雲教育獎「典範教師獎」獲
選人。

2016-08-09
成大即時健康管理系統 有
效促進健康生活型態

成功大學鼓勵學生建立健康的
生活型態、避免過重與胖肥，
今年創新透過數位化健康管理
載具 (手錶 )、雲端即時健康管
理系統來推行「學生健康促進
--行動智能愛成大(iNCKU)、雲
端作伴護健康」活動。

2016-08-15
東南亞健康照護產業國際培
訓課程登場

成功大學前瞻醫療器材中心15
日起舉辦為期一週的「東南亞
健康照護產業未來展望與經濟
發展國際培訓課程」，來自
美、日、泰、越等16國大學校
長、副校長、醫師等關鍵意見
領袖學者齊聚一堂，分享各國
醫療照護、醫材發展和法規等
現況與發展，深入討論未來產
學研合作的國際產學聯盟。

2016-08-16
台灣日本學生會議 16日起
成大登場

第十一屆「台灣日本學生會
議」16日在成功大學登場，近
百名台、日大學生展開為期一
星期的交流，促進台灣、日本
學生良好關係以及兩國友好
情誼。今年主題為「一期一
會」，期望大家珍惜緣份，認
真體會，並從中得到收穫。

2016-08-15
創國立大學之先 科技部經
費預算變更簽核平台成大e
化一條龍

面對一年承接1500件、20億元
以上科技部計畫，為快速有效
處理每年達4千件經費預算變
更案件，成功大學率國立大學
之先，整合校內軟硬體資源與
設備，由研究發展處自行開發
一個專屬科技部計畫的「一條
龍e化經費預算變更簽核系統平
台」。

2016-08-17
「前進成大」　激勵雲嘉南
高中生加入成大大家庭　

成大今年特地舉辦「前進成
大」活動，廣邀雲嘉南地區公
立高中生到校參訪，讓高中生
近距離認識一流大學的環境、
設備、師資等資源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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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19
成大「奈米能源機械材料產
學技術交流媒合會」點燃新
商機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與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於成大自強校區系
統系一樓舉行「奈米能源機械
材料產學技術交流媒合會」，
鍊結廠商、法人機構與南部大
專院校量能，逐步建構各產業
領域彼此間互動交流，活絡經
濟，促進產業升級，創造產學
合作新契機。

2016-08-24
成大校友謝仲思醫師無悔奉
獻偏鄉 二十年如一日　

前程似錦的神經外科醫師謝仲
思二十年前來到枋寮小鄉村，
是台東以西、東港以南唯一的
神經外科醫師，每天24小時堅
守崗位，無悔地將專業奉獻給
醫療資源不足偏鄉民眾、提升
醫療品質。

2016-08-22
醫療器材南向發展策略論壇 
25日成大跨界探討　

全球人口高齡化現象，值得重
視，相關的醫材市場日益蓬
勃，台灣醫材產業近年營業額
及從業人口正逐年成長。因應
新南向政策，成大工程科技推
展中心於25日舉辦醫療器材南
向發展策略論壇，除產學研專
家學者演講並共同探討台灣
醫材產業的研發創新能量與優
勢、產官學研合作資源、南向
的挑戰與機會等。

2016-08-25
成大「讚哪芒果用芒果換教
育」 兩岸大學生公益活動
賽奪首獎

台灣學生創意發想與公益之心
一級棒，結合臺南地區大學學
生同共組 Inspir ing種籽計畫－
「讚哪芒果用芒果換教育」，
參加8月在福州舉辦「青春創想
秀」暨兩岸大學生公益社團活
動策劃大賽，將公益與地方產
業相結合為鄉土發展盡心力，
獲得評審肯定，擊敗600名對手
奪冠。

2016-08-26
全球創新醫學工程設計大賽 
成大團隊獲獎

成功大學TTS團隊(Thermal-Tech 
Shoes, TTS)表現不俗，在8月18
日至8月2 0日於香港中文大學
舉辦的「全球創新醫學工程設
計大賽」，以「應用於糖尿病
患者之智慧型溫控及步態分析
鞋」為題，從全球40個參賽隊
伍中脫穎而出，獲得銅牌獎及
最佳報告獎。

2016-08-29
成大國經所「藏龍計畫」結
業播下第一批南向種子

成功大學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
(IIMBA)為促進全球青年移動及
跨境教育而舉辦的第一屆「藏龍
計畫」，8月29日上午結業式，
來自東協、東歐、南太平洋地區
學界人士分享學習心得。

2016-08-29
日本學者谷中信一教授與成
大中文系學術交流

促進國際漢學研究交流，日本
女子大學文學部谷中信一教授
率領「中國出土資料學會」
學者，於8月2 2日蒞臨成大交
流，谷中教授將最新一期的
《中國出土資料研究》期刊贈
予中文系林朝成主任，並向與
會學者公開徵稿，尋求更多合
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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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理致知」

與大學精神

圖書館館長 / 王健文

(Veritas et Conscientia)

1963 年左右校門東面，可見「窮理致知」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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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一年前的事了，去年十二月，參與有

關成大識別系統建置的會議，很自然的，會議

中討論了是否將成大校訓作為設計中的元素？

如果要，除了中文的「窮理致知」外，英文翻

譯會是什麼？

新聞中心提供了一個目前學校文件中使用

的英文翻譯 “seek for truth, toil for good”，意思

差近，但我總覺得與宋明儒學中「窮理致知」

的涵義並不貼切。

「窮理致知」：從朱熹、陸九淵到王陽明

「窮理致知」是自稱宗奉陽明學的蔣中正手

書，其正解宜由王陽明入手。「理」、「氣」、

「心」、「性」是新儒學最重要的一組概念，

因此，宋代以後的新儒學，一般也稱作「理

學」。「理」的定義，朱熹的說法最明白：「天

下之物，則必有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

則。」「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

也。」至於「氣」，莊子曾說「通天下一氣耳。」

先秦以來，儒、道、陰陽各家，莫不以「氣」

做為宇宙萬物組成之根本元素。簡言之，「理」

是原理，「氣」則是宇宙萬物的基本元素。

朱熹主張「性即理」，只有性才是天賦

之純粹的理。陸九淵則以為心在道德上是自足

的，天生具有知善行善的能力，因此，陸九淵

主張「心即理」，以為格物不過格心而已，因

為所有的理皆內在自足於心。

朱熹雖也主張「事事從心上理會起。」

他說：「譬如燒火相似，先吹發了火，然後加

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

矣。」然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朱熹又以為需

窮盡萬物之理，「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

通」，「則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相對

的，陸九淵則直指本心，教人以簡易直截的方

法復其本心之善。陸九淵甚至大膽地宣稱：

「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

王陽明首先從朱學入手，遵循即物窮理的

工夫論，20歲時，與友人坐窗前格竹子之理，

七日而得病。感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

大力量去格物」。 36歲時，頓悟「格物致知」

之旨，於是才明瞭聖人之道，「吾性自足」，

捨此外求，企圖即物以窮理是錯誤的。

十四世紀以來，朱熹的儒學詮釋居於正統

地位，並成為科舉考試的基礎。朱熹那種對根

本原理進行理性探索與實在研究的精神，在王

陽明的時代，往往流於瑣屑，支離破碎。王陽

明認為，程朱學派以心及物而窮究事物內在之

理，其說不免以物為外在，心與理分別為二。

王陽明質疑，若理外在於心，則尊親歿世之

後，我們就不再孝親之心，心中亦無孝之理。

所以王陽明以為理與心合一，孝之理即是實踐

孝之心罷了！

因此，王陽明認為，所謂「格物致知」，

即是「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

皆得其理矣。」前者是「致知」，後者是「格

物」，這就是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統一

了「心」與「理」的兩個範疇。

有人指著岩中的花樹問王陽明，你說天下無

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

心又有何相關？王陽明答說：「你未看此花時，

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

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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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的「格物致知」，「格」是「端

正」，使萬事萬物皆得其理；「知」是「良

知」，以自身內在之良知映照萬事萬物。因

此，王陽明的「格物致知」科學知識論的成分

較淡薄而道德的倫理學意味濃厚。

即便不從陽明學說，「窮」是窮盡之

義，並無「困而學之」意涵 (這是為甚麼一

開始我對 toil有意見)， 「理」兼有「原理」

pr inc ip le與「真理」 t ru th二義，與「心」對

應，也有內在與外在的兩種說法。「致」可

以是「得」，也可以是「極致」或是「延

伸」 (seek 太淺)；「知」可以是「知識」也

可以是「知性」，甚至是王陽明所說的「良

知」(good無從表達更複雜的意涵)。所以我覺

得 seek for truth, toil for good不是最好的翻譯。

「窮理致知」是「即物窮理」與「格物

致知」兩者的結合。在儒學史上原本就百花

齊放、各種不同的詮釋各擅勝場。我以為最

好的轉譯是調和朱熹與王陽明學說之異同，

找出其最大公約數。

Veritas et Conscientia

我自己對宋明新儒學所知甚少，英文又

不好。請教了兩位朋友，都是思想史專業的哈

佛博士(台大歷史系宋家復、中研院史語所陳

熙遠)，得到ㄧ般通解是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principle 和 extension of knowledge。

朋友提供的翻譯很清楚，但是不夠簡短有

力，不好作為文宣式的標語。要精簡有力，恐

怕只能「傳神」 而非只是「達意」。

進ㄧ步求教，朋友認為『致知』還有王

陽明『致良知』的內涵。我想那是對的。對於

我傳神不只達意的建議，家復提議用拉丁文的

veritas與conscientia，取真理與良心的意思。

我完全不懂拉丁文，但頗喜以精簡的拉丁

文傳神譯解『窮理致知』的處理方向。那包括

在形式上都很有趣，以西方世界的古文翻譯東

方世界的古文。

於是我再請教歷史系翁嘉聲老師，他熟悉

古希臘文與拉丁文，翁老師很同意採用那兩個

拉丁文，他進一步說明：

「conscientia這個字的字根scientia是science

的字源，原來是『知識』，所以con＋scientia這

個字從『共有的（con）知識』跨到『共享的知

識』，跨到『共同理解』、『同理心』，然後

是有明顯倫理學含意的conscience，『良心』。

王陽明說得十分好。Veritas問題較少。在國外

校徽上常會出現幾個拉丁字。我覺得這兩個字

相當適當。」 

但一開始翁老師考慮的是：「我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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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動作』沒有辦法在這兩個拉丁字明

顯呈現出來。」

後來一封信，翁老師表示：「既然是校

訓，儘量簡短。將『窮』及『致』翻出來，那

拉丁文會長一些，變得像原來您所列的英文翻

譯，我都覺得不太像『校訓』。所以我認為

您用兩個拉丁字來呈現是好的選擇，但要加上

et(= and )：Veritas et Conscientia。」

翁老師又做了完整的詮釋：

 「Veritas這個字雖然也可以廣泛使用，但

在原意上比較偏向超越、抽象的『真理』，像

希臘哲學上的altheia（唸成『阿雷帖以雅』，

『真理』大學的英文翻譯）或英文的reality。

這個字經常出現在歐美研究機構的校訓中或

校徽上（我的印象）。另個候選字是Sapientia

（唸成『沙皮煙提雅』），但這是『智慧』，

羅馬有個天主教Sapient ia大學。『窮理』的

『理』還是以Veritas較佳。Veritas比較會強調個

人對純粹知識的追求，但Conscientia則有共同

及倫理（而這倫理是根據深思熟慮共識之後所

得）的意涵，所以加起來相當全面。」 

真理的雙軌：知識與倫理

感謝翁嘉聲老師以及兩位校外朋友，身邊

有著博學朋友真好。「校訓」作為傳統由上而

下的「規訓」當然已不合時宜，也不是那麼貼

切於大學獨立自由之精神。特別是以大學之外

的政治權力擁有者的言語作為大學「校訓」，

其實與大學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不過就這個既存的歷史事實，若不以人廢

言， 「窮理致知」 作為大學的精神追求或是

形塑傳統的箴言，倒不失為是深刻的言語。

不論是先秦儒道所稱的「道」，還是宋明

儒者所說的「理」，都不只是純粹的概念，也

涵括著概念的實踐； 「道」是真理，也是實

踐真理的道路。因此，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一

體，智者應該同時是行者。

另一方面，大學除了是知識的場域，也是

倫理的場域；只有充實飽滿著「善」 ，才是最

高的「真」 ；大學除了是知識的殿堂，也應該

是良知的堡壘。

翁老師說的「con＋scientia這個字從『共有

的（con）知識』跨到『共享的知識』，跨到

『共同理解』、『同理心』，然後是有明顯倫

理學含意的conscience，『良心』。」完美的會

通了東西方的古老智慧，「窮理致知」，應作

如是解。

如是我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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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的僑生教育一直

是重要的課題，卻少有人去探討，例如：如何

定義僑生？本校何時開始有僑生入學？僑生與

僑大先修班有何緊密的關係？僑生回僑居地，

對當地的社會有何貢獻？如果想回答這些疑

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文依據學校典藏

的文物，僅就本校從二戰後如何開始有僑生入

學，以至民國46年左右這段期間之僑生畢業狀

況，進行初步的回顧，希望可以拋磚引玉，提

起歷史學者對這些議題的興趣。

一、歷史背景

依據民國88年4月教育部僑民教育委員會

發行的「僑生教育」一書中，述及我國重視僑

生教育始於清朝光緒31年(西元1905年)，隔年創

辦第一所專門招收海外華僑學生的暨南學堂。

民國成立，鑒於華僑對國民革命成功的顯著

貢獻，亦開始注意僑教的推動與輔導。民國18

年，教育部設置華僑教育設計委員會；民國20

年，僑務委員會成立設有僑民教育處；民國28

年，為適應戰時需要，教育部會同僑務委員會

台灣省立工學院時期

僑生簡史
機械系退休教授 / 褚晴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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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華僑教育設計委員會之組織，仍隸屬教育

部。該會於民國34年裁撤，教育部另行成立僑

民教育委員會加強執行僑生回國之相關措施。

我國基於憲法重視華僑的精神、血濃於水

的民族情感、語言障礙與生活背景的差異、以

及面臨國際化的時代，於民國36年頒布華僑學

生優待辦法，40年訂定「華僑學生申請保送來

台升學辦法」。從此，海外僑校學生得以返國

接受正統中華文化教育成為僑生(見僑務委員

會僑生政策白皮書，民國105年)。

依據張析哲的「僑生教育之檢討改進」一

書中提到，國民政府遷台後，在民國40-43年這

一階段裡，僑務委員會和教育部在規畫僑生教

育方面，主要的行政措施有：訂定前述之華僑

學生申請保送來台升學辦法、商訂各校招收僑

生名額、放寬僑生入境限制、建置僑生宿舍、

實施僑生獎助等，奠定僑生教育的良好基礎。

據僑務委員會統計，民國40年回台灣升學的僑

生有60人，41年有218人，42年632人，43年已經

增加至12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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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僑生的定義常因不同的年代而隨之

改變，依據2016年僑務委員會「僑生回國就學及

輔導辦法」中的僑生是指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

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6年以上，並取得僑居

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回國就學之華裔學生。

其中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

國家或地區。而港澳地區來台就學的港澳生，

其權益可以比照僑生。本文是從二戰結束、國

民政府在南京之時開始探討，那時候所稱的僑

生勢必與現行法規不同。政府遷台之後，情況

更是複雜。所以本文中的僑生，是以公文或註

冊組留存文件為主要依據。

二、台灣省立工學院僑生教育的發軔期

民國36年1月，僑務委員會行文(僑字第4755

號文，如圖1)教育部代電全國教育單位，包括當

時的台灣省立臺南工業專科學校(本校前身)，為

使便利華僑學生回國升學專科以上學校起見，

其入學資格准予變通辦理，凡持有僑生身分證

件、具有與高中畢業相當程度、經入學試驗及

格者，准予錄取，不受同等學力學生名額限

制。這是本校最早出現「華僑學生」的文字。

圖 1  教育部代電僑務委員會之僑字第 4755 號公文

圖 2  (a) 僑務委員會之僑字第 04209 號公文

(b) 本校之教字第 10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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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a) 教育部代電之僑字第
41380 號公文

(b) 本校之教字第 447 號公文

民國37年1月，僑務委員會以僑字第04209

號公文(圖2a)行文教育部代電台灣省立工學院

(本校前身)，希望本校填報36學年度第一學期

之僑生調查表，本校於民國37年3月2日，回文

(教字第108號) (圖2b)聲明並無僑生就讀。

民國37年7月23日，僑務委員會再以僑字

第41380號公文(圖3a)行文教育部代電台灣省立

工學院，希望本校填報36學年度第二學期之僑

生調查表，本校於民國37年8月18日回文(教字

第447號)(圖3b)聲明並無僑生就讀。

然而，民國38年4月26日，僑務委員會台

灣僑務局以(38)總字第120號公文(圖4)給台灣省

立工學院，內容言明該局自成立以來，亟待開

展台灣省各項僑務工作，希望本院填寫「台灣

省立中等以上學校華僑學生調查表」，以明瞭

本省中等以上學校僑生實際狀況。本院於38年

5月填寫僑生人數一名，該名學生叫蔡子威，

廣東東莞人，原僑居地是印度，當時就讀土木

系四年級。

依據成大註冊組典藏之學籍資料，蔡子威

民國15年生，廣東省東莞縣人，私立廣州大學

理工學院(網路資料：1940年成立，華南理工大

學前身)二年級肄業，附香港住址。

從以上資料顯示，本校最早保有僑生身

份的是土木系蔡子威。民國37年3月11日，因

為蔡子威是廣東省東莞縣人，其故鄉之明倫堂

向有留學津貼之發放，惟需肄業學校之証明，

希望學校發給本學期在學及籍貫証明書。本校

遂以教字第118號文(圖5)發給學生「在學證明

書」，該文寫明蔡子威是在36學年度第二學期

已經辦理註冊等手續，當時是就讀土木系三年

級。又，本院在回覆東莞明倫堂董事會的公文

(訓字第175號，圖6)中，附上蔡子威在36學年

度兩學期(第三學年第一、二學期)的成績單。

圖 5  本校之教字第 118 號文

圖 4  僑務委員會台灣僑務局 (38) 總字第 120 號公文

圖 6  訓字第 175 號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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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個疑點：民國37年1月、民國37年7

月，僑務委員會兩次希望本校分別填報36學年

度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之僑生調查表時，本校

為何填寫無僑生就讀？民國38年4月，僑務委

員會第三次要求時，才將蔡子威列入僑生名單

中。這當中出了什麼問題？是因為蔡子威原僑

居地是印度而認定為僑生身分嗎？

民國36年10月，國民政府仍在南京時，有

一批學生從中國大陸地區來到本校就讀。這些

學生是經過省立工學院於民國36年12月13日以

教字第9號公文呈報教育廳轉教育部在案核准

入學的，計有：土木系蔡子威、蘇梓郎(福建

莆田人)，電機系柳金聲(江蘇武進人)，化工系

楊家琪(浙江鎮海人)，電化系馬振騰(浙江鄞縣

人)，建築系蔣家良(江蘇吳興人)，後來這些人

之中只有蔡子威被認定為僑生身分。包括蔡子

威在內之這些來自大陸地區的學生，均畢業於

民國38年，但是在註冊組的該年畢業名冊中，

並沒有註明蔡子威是僑生。

據本校註冊組資料，民國42年以前，除了

蔡子威之外，本校沒有僑生畢業，直到民國43

年(民國39年入學)的畢業生名冊中，才有一位

註明僑生、來自港澳地區的同學方培君，畢業

於機械系。

民國40年10月27日，台灣省政府教育廳以

肆零酉感教二字第30758號公文(圖7)給省立工

學院：查學生方培君係教育部在港招考經錄取

分發該院在茲，據該生呈以曾在國立中央大學

及武漢大學修畢一、二年級課程，請准轉學該

院三年級前來，惟查該生一年級成績單證件齊

全，二年級所修課程則無充分證明，為使該生

免讀已修課程計，特准由該院予以編級試驗，

酌予轉入二年級。於是，方培君在40學年度第

一學期轉入機械系就讀二年級一事，於民國41

年報教育部同意備案。

圖 7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之肆零酉感教二字第 30758 號公文

依據成大註冊組典藏之學籍資料，方培

君，民國11年生，江蘇省淮安縣人，國立中央

大學、武漢大學機械系肄業，住址設於台北士

林鎮新安里。方君是在民國40年10月依據教育

部的台高41字第635號代電公文進入機械系就讀

二年級。後來的公文說明方培君在就學期間領

取公費，並曾到臺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水產分

公司台北冷凍廠(41年2月)、台灣工礦公司(42年

8月)實習。

從此之後，本校開始有僑生畢業，如民國

44年畢業(民國40年9月依教育部台高42字第2405

號令入學)的機械系有李志剛(廣西省臨桂縣，

廣西省立桂林中學畢業)、王正鼎，電機系有

程文駒；民國45年畢業的機械系有程日麟(廣東

省中山縣，澳門嶺南中學畢業，教育部台43高

自第5713號令同等學力備案入學)、黃寶琦(廣

東省寶安縣，香港知行中學畢業，教育部台43

高自第5713號令同等學力備案入學)、呂伯濂

222222 台灣省立工學院時期僑生簡史



圖 8  教育部高教司寄送張紹竑學長之入學通知單

(江蘇省無錫縣，香港新法書院畢業，教育部

台43高自第5713號令同等學力備案入學)、柯邦

龍(廣東省潮陽縣，香港私立培英中學，教育

部台43高自第5713號令同等學力備案入學)、李

業敬(廣西省蒼梧縣，香港嶺英中學，教育部

台43高自第5713號令同等學力備案入學)、陳裕

勳(廣東省寶安縣，越南私立知用中學，教育

部台43高自第5713號令同等學力備案入學)，電

機系有毛伯彥(江蘇省武進縣)、潘寶韶(廣東省

番禺縣)、莊雨蒼(廣東省潮安縣)、汪譽龍(安徽

省休甯縣)，土木系有林穎麟(廣東省三水縣)、

程文瑜(廣東省中山縣)，建築系有李建基(廣東

省南海縣)、劉永強(廣東省新會縣)；民國46年

畢業的有機械系何兆中(廣東省番禺縣，澳門

嶺南中學畢業，教育部台43高自第15978號核

准入學)、李業智(廣東省番禺縣，香港華仁英

文中學畢業，教育部台43高自第15978號核准

入學)、曾耀榮(廣東省東莞縣，香港九龍香江

中學畢業，教育部台43高自第15978號核准入

學)，土木系張紹竑，礦冶系廖學誠等。香港僑

生回國升學，主要是以考試為主，保送為輔，

委託香港私立大專院校舉辦聯考，錄取率約40-

50%(張析哲的「僑生教育之檢討改進」)。

初期像蔡子威、方培君及李志剛是就讀大

陸之大學或中學後，再轉到機械系就讀。後續

來台的僑生，基本上先在港澳地區念完中學。

民國45年以後畢業的僑生中，除了陳裕勳來自

越南之外，其他均以香港或澳門兩地為主。而

且，民國45年畢業的僑生，其入學資格則都是

以同等學力備案的。

三、初探民國 46 年左右僑生之相關史實

依據民國42年9月22日的香港時報(土木系

46級張紹竑學長捐贈的文物、成大博物館典

藏)，刊載港澳高中畢業志願來台升學專科以

上學校錄取第一梯次僑生的榜單，參與招生的

學校及錄取名額分別是國立台灣大學(63名)、

台灣省立師範學院(47名)、台灣省立農學院(31

名，國立中興大學前身)、台灣省立工學院(43

名，46級畢業的土木系張紹竑亦名列其中(圖

8))、台灣省立海事專科學校(14名，國立海洋大

學前身)、國防醫學院(36名)，台灣省立地方行

政專科學校(43名，國立台北大學前身)、台灣

省立台北工業專科學校(27名)、計8校308名(作

者註：合計人數有異)僑生。時任教育部次長

高信(字人言，廣東省新會縣龍泉鄉人，1905年

生)稱，國民政府已經盡最大努力達成僑生最大

願望，尚有第二梯次錄取的24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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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7月和12月，香港時報刊登僑生在台求

學的經驗，包括踏上祖國時如何受到溫情的招待

與照顧、錄取後應該辦理的手續、各學校生活的

一般、如何適應台灣的衣食住行問題等。其中比

較有趣的是政府規定所有僑生在港澳取得的畢業

証書，必須使用中華民國紀元，若以公元紀年，

我國之教育部將不予承認，僑生必須回到原來就

讀學校換發中華民國紀元的證書才可以。

至於各個學校的情形亦有不同，國防醫

學院、師範學院都是公費，有吃有住、有制服

穿、還有零用錢，其他學校則是自費。功課方

面以工專最緊，其次就是行政專科學校，再次

就是師院、農院，台大最寬了，這報導沒有談

到省立工學院的情形。

寒暑假期間，有些僑生要到軍中服務，政

府會給予獎勵或表彰；有些要回港澳省親時，

政府會盡力代辦出入境等手續；僑委會也會在

僑生畢業之時的六月下旬到七月之間，借用

北投復興崗政工幹校場地，舉辦為期四週(兩

週講習授課、兩週參觀訪問)的就業講習班(圖

9-11)，協助畢業同學在僑居地尋找職業或繼續

升學等問題。

省立成功大學時期，45學年度第一學期(民

國45年11月27日)統計總註冊僑生人數為402名

(男386名、女16名)，其中9名女生選建築系。

各年級分別為：一年級193名(男183名、女10

名)、二年級112名(男108名、女4名)、三年級55

名(無女生)、四年級42名(男42名、女2名)，數

據顯示，僑生人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絕大部

份選擇機械系、電機系、化工系、土木系以及

建築系，選擇剛成立兩年的商學院和礦冶系的

僑生都不到百分之五。也由於僑生人數漸漸增

加，於同一學期在校內成立海外華僑同學會(簡

稱僑聯社？)，除正副社長外，下設財政、總

務、體育、康樂、文書五組，負責對外報導僑

生實況、舉辦各項體育活動及工廠參觀。同時

本校為加強輔導僑生各方面的需要，在僑生輔

導委員會中增聘各單位主管及各院系主任為委

員，並商請教務處開辦僑生國語補習班。依據

第十期校刊(46.3.16發行)資料，45學年度第二學

期，僑生僑居分布概況以香港為主，占八成以

上，其次是澳門、印尼、和越南，少數來自於

韓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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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四十五學年度大專學校畢業僑生就業講習
班通知單 ( 土木系 46 級張紹竑學長捐贈，
成大博物館典藏 )

圖 10  四十五學年度大專學校畢 ( 結 ) 業僑生就業講習班學員名牌
( 土木系 46 級張紹竑學長捐贈，成大博物館典藏 )

圖 11  四十五學年度 ( 民國 46 年 7 月 8 日 ) 大專學校畢業僑生就業講習班合影 ( 北投復興崗 )
( 土木系 46 級張紹竑學長捐贈，成大博物館典藏 )

46學年度，本校獲得美援僑生設備費五百

萬元，部份款項使用於興建具有現代主義風格

的僑生餐廳(已拆除，現在之勝利校區勝八舍原

址)和僑生宿舍(現在之學生第二活動中心)，這

兩棟建築完成於民國48年4月。

四、結語

總結以上之敘述，依照公文紀錄，本校最

早的僑生是民國36年入學、38年畢業的土木系

蔡子威，僑居地印度。而依照註冊組畢業生名

冊中第一位載明僑生身分的是民國40年轉入機

械系二年級就讀、43年畢業的方培君，僑居地

香港。從此，本校配合政府之「華僑學生申請

保送來台升學辦法」，揭開僑生在本校就讀的

歷史。

五、致謝

感謝僑務委員會尤正才專門委員，成功

大學之秘書室文書組方美雲組長、教務處註冊

組、及博物館提供珍貴的史料，本文方得以順

利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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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成大博物館協助出版第二本校園建

築史著作：《成功大學光復與力行校區前身：

原日軍臺灣步兵第二聯隊營舍及臺南衛戍病

院》。應校刊編輯部的邀請，再寫一篇與該書

有關的介紹。

本文下筆之前，其實猶豫很久，由於在書

中的序及第一章中，已算完整交代該書的寫作

緣起與內容。如何在那些內容之外，再闡述一

些與本書寫作過程中有關的內容，心裡一度徬

徨不定。但最近遇到一些事情，牽涉到的問題

也是寫作過程中經常被問到的問題，就用這個

議題來破題吧。

當代臺灣人如何面對原日軍遺構的存在，

如何詮釋這段歷史？2016年在某次由成大某單

位召開的簡報會議中，因介紹大榕樹與臺灣步

兵第二聯隊的歷史，居然還被問及為什麼要宣

傳這樣的日軍史。個人完全可以理解提問者的

意識形態問題，且該提問者所提出的問題，恐

怕也是20年前的多數臺灣人會提出的問題。自

1991年左右開始，臺灣才有第一批日治時期古

蹟建築的保存指定。臺灣步兵第二聯隊營舍直

到1999年才被指定為市定古蹟，臺南衛戍病院

更在4年後的2003年才獲得古蹟身份。

                      

蔡
侑
樺

建
築
學
系
助
理

成
功
大
學
光
復
與
力
行
校
區
的
前
世
今
生

臺
南
衛
戍
病
院
一
書
出
版
之
後

寫
在
原
日
軍
臺
灣
步
兵
第
二
聯
隊
及

成功大學光復與力行校區的前世今生 262626



從建築技術史的角度，兩個古蹟建築群無

疑具備時代性的文化資產價值，是日軍因應臺

灣氣候條件所完成的建築創作。因此，純粹從

建築技術史的觀點，基本上可完全避開那些剪

不斷理還亂的意識形態問題。但寫作過程基於

資料收集需要，印象中似乎在靖國神社，不經

意遇到一位日本右派人士向本人表達臺灣在日

本統治時期多麼美好的觀點。2007年，也曾經

前往熊本護國神社，拜訪臺灣步兵第二聯隊軍

旗灰飛煙滅後被收藏的處所，獲得神社人員熱

情的招待（照片1、照片2）。由於本書對於兩

個古蹟建築群的價值的確多為正面表述，無可

避免仍需面對這些意識形態問題。

照片 1 位於熊本護國神社的臺灣步兵第二聯隊軍旗碑。

照片 2 熊本護國神社鳥居及拜殿，拜殿右側的狛犬為臺灣步兵第二
聯隊倖存者陳石生代表奉獻。

尤記得南榕廣場爭議事件，校友為抗議

所謂「政治退出校園」的言論，憤而拆除光復

校區大門「光復」二字。光復校區何以名為

「光復」這麼政治性的名詞，幾十年來早有老

師提出異議，認為校區名稱應該改名。但直到

今日，光復校區仍為光復校區，透過歷史研究

可知，光復校區之名來自國軍光復營區，乃是

國軍接收日軍臺灣步兵第二聯隊營區之後所附

與的名字。若比較今日光復校區的建築配置與

臺灣步兵第二聯隊時代的建築配置，可發現建

築紋理仍是延續的。一棟棟面向南、北向的校

舍建築，如唯農大樓、雲平大樓、管理學院、

活動中心等，乃利用原本建築物與建築物之間

的空隙，或藉由拆除舊有建築而興建，空間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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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1967 年畢業紀念冊中收錄的原日軍臺灣步兵第二聯隊兵舍
照片。

是的，今日的成大光復校區，就是建立

在日軍臺灣步兵第二聯隊的原有營區中。1966

年，在那個資源不如今日的時代，所有房產都

是物盡其用。而成大畢業紀念冊中老早就出現

大成館（今工設系館）、文學院（今歷史系

館）、榕園的照片，是師生們喜歡的空間（照

片3）。當時的師生們或許不那麼清楚光復校

區的歷史，但一知半解之間，反而為光復校區

帶來許多鄉野傳說的樂趣。總是會聽到學長姐

們傳言校區內哪裡不乾淨，哪裡有靈異事件發

生。把原有空間一一釐清之後，這些樂趣倒是

就消失不見了。而意識形態問題，原本就不是

什麼太重要的問題，根本乏人討論。

將場景拉到位於力行校區的原臺南衛戍

病院，臺南衛戍病院在戰後大部分時間被稱為

804醫院，在成大醫院成立及804醫院遷往桃園

之前（即今日的國軍桃園總醫院），國軍804

醫院是臺南地區非常著名的醫院。相對於日軍

醫院時期，國軍醫院時期的點點滴滴，才是現

代不少老臺南人的共同記憶。因此，有一次在

介紹導覽臺南衛戍病院建築群之時，還被詢問

為何忽略其在804醫院時期的相關事蹟。

圖 1 1967 年光復校區平面圖。

圖 2 當代光復校區平面圖。

理就這樣被壓印於校園之中。事實上1970年代

初期學校怎麼使用光復校區，基本上也就決定

了今日光復校區的空間分佈，包括體育空間、

管理學院、規劃與設計學院、文學院、行政中

心、學生宿舍等等（圖1、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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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 已遭拆除的力行校區 804 醫院時期的毋忘在莒水池。

事實上在執行臺南衛戍病院修復調查研

究計畫之時，曾在國軍桃園總醫院及原804醫

院人員吳照煌的協助下，盡可能建構804醫院

時期的歷史。只是院區內留存的古蹟本體建築

多完成於日治時期，導覽重心仍以日治時期為

主。曾在臺南衛戍病院修復調查報告書中希望

學校留下在力行校區的「毋忘在莒」小水池等

屬於原804醫院時期所建構的元素，但這些元

素因不具法定文化資產身份，不經意間已經滅

失（照片4）。似乎在2014年，國軍桃園總醫院

的士官長曾南下拜訪昔日工作於臺南804醫院

的長官。一行人前來力行校區，看著現存成大

博物館力行典藏庫房前方的那棟原804醫院家

寶醫學研究室，上面仍有過去醫院院長焦文魁

將軍的題字，直問這棟建築未來是否會被予以

保留，或至少保存這些題字（照片5）。

所有的當下均繼承自過去，光復校區何

以成為現況是如此，力行校區亦是如此。對於

過去的好奇心，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總是

知道過去，才有可能理解現狀何以成為現狀。

這個好奇心，促使文化資產保存產生意義。因

為唯有實體的存在，才能自明性的敘述過去發

生的種種事情。成大校本部何以可以獲得這麼

大的校地面積，乃是國軍一一離開今日成功校

區周邊營區後的結果，而國軍營區中的光復營

區與804醫院，就是繼承自日軍的臺灣步兵第

二聯隊營區與臺南衛戍病院。日軍仍是繼承清

代將臺灣府城東北角作為軍事訓練基地的空間

紋理。光復校區內的臺灣府城小東段殘蹟，在

照片 5 2005 年拍攝原 804 醫院家寶醫學研究室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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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具備法定文化資產身份以後，長期以來

大概均被以代表清代的臺灣府城殘蹟所認識。

其實該殘蹟在日治時期乃作為日軍營區圍牆使

用，因此獲得保留，得以留存至今日。反倒是

戰後為興建現在的中國文學系館，又拆除非常

大段的城垣殘蹟。

當代的臺灣人，遠比過去及鄰近地區人

民有更多的空間以旁觀者（相對客觀）的角度

來評價日治時期遺構的價值。2015年年底曾前

往韓國光州參加東亞建築史研討會，以日本時

代臺灣府城的保存歷程為題發表論文。一位來

自韓國首爾大學的學者對於該論文的意見，居

然是「原來日本也保存殖民地的文化遺產，日

本人或許沒有想像中的壞」等等。來自中國的

學者則附和其來臺北參觀，聽接待的臺灣學者

說臺北的清代建築都被日本人拆光光等等。

2016年的農曆新年期間，臺北市剛拆除忠孝橋

引道，臺北府城北門重新亮麗的出現在人們面

前。若非日本時代的保存，臺北北門老早就連

同城垣遭到拆除。臺北市如此，更不用說就在

臺南的孔廟、大天后宮、祀典武廟、赤崁樓、

大南門等歷史古蹟，的確在日本時代就已經被

指定保存。而在前往光州之前，也才剛造訪在

首爾的昌德宮、宗廟、東大門等歷史古蹟。當

然，保存活動的背後仍有其歷史觀的議題，不

在本文詳述。

整修後的原日軍臺南衛戍病院，現在是

臺灣文學系系館。偶爾有機會遇到臺文系的學

生，多數均非常喜歡現在的系館，雖然因為是

老建築，仍有一些管理維護與使用上的不便之

處。大成館（工設系館）的外牆整修到達一個

段落，重現大成館原有的外觀質感，偶爾便聽

有過當兵的經驗，比較親身住過的國軍

兵舍，以及同樣曾是兵舍的工設系館、歷史系

館，戰前的日本果然是個軍國主義國家。司馬

遼太郎《坂の上の雲》記述日俄戰爭之慘狀，

在203高地戰役中，旭川第七師團在5日內犧牲

掉12000人的性命。日俄戰爭對於當時的日本

來說，普遍認為是一場攸關其國家存亡的保衛

戰。1904年（明治37年），正是明治維新後第一

批接受「國民教育」、「國家主義」的人民扮

演社會中堅份子的時代。一方面也繼承既有階

到比較「日本時期美學」與「國民政府時期美

學」的感嘆語。就是這些建築物本質上的好，使

其可以長時間存活，得以在臺灣社會普遍認為應

保留日本時代遺構的時代下，獲得法定文化資產

身份。

透過《成功大學光復與力行校區前身：原

日軍臺灣步兵第二聯隊營舍及臺南衛戍病院》

這本書的寫作，可發現日本將最好的建築材

料、最新的建築技術用在永久兵營的建設上。

包括第二期永久兵營之臺灣步兵第二聯隊兵舍

內採用的Kahn Trussed Bar、擴張網等先進的鋼

筋混凝土材料（圖3）。第三期永久兵營的臺南

衛戍病院則可發現剛販賣不久的臺灣紅檜、扁

柏。第二期永久兵營的建築物模型，還曾被送

到德國德勒斯登（Dresden）衛生博覽會展出。

圖 3 於大成館修復工程中所記錄的 Kahn Truss Bar 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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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過去人的建設、保存，當代人才得以繼

承、使用這些空間、場所。《成功大學光復與

力行校區前身：原日軍臺灣步兵第二聯隊營舍

及臺南衛戍病院》一書，只是盡可能整理兩校

區的前身在日本時代的發展脈絡，以及古蹟群

的建築特徵。期待對於兩古蹟群有興趣的人，

可以從中得知部份建築往事以及建築特色。

與這些場景有關的故事仍然持續被書寫

著。力行校區綠色魔法學校部份設計概念來自

臺南衛戍病院、大成館的修復工程榮獲2015年

公共工程金質獎、榕園的二號榕樹因2015年8月

8日的颱風而部份傾倒，學校以非常高的等級

照料維護老榕樹。更有一屆屆的學生、一個又

一個教職員在這些空間場域中學習、發想、創

作。就期待可以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在這些場

域中發生吧。

照片 6 2008 年 10 月 30 日，日本戰友會遺族在大榕樹下舉行弔祭
儀式。

照片 7 91 級建築系在大成館前拍攝畢業合影。

級制度的傳統，庶民百姓服從統治者的命令，

即使打到彈盡援絕，仍然進行最後的肉搏白刃

戰。日俄戰爭慘勝後不久，就是1910年規劃興

建臺灣第二期永久兵營計畫的時間。在壯麗的

藝術研究所館（禮賢樓）、工設系館、歷史系

館之下，慘勝的記憶逐漸變成過去勝利的榮

耀，對於軍國主義的信心最後帶給日本1945年

的敗戰悲劇。

1937年臺灣步兵第二聯隊曾前往中國參

戰，1942年以後臺灣人也開始加入作戰行列。

戰後成立的臺灣步兵第二聯隊聯合會（戰友

會）的成員乃包括臺籍人士。一段時間，他

們會低調的回來過去的營區。如同過去任職

於804醫院的人員會想再到院區看看，而成大

校友們也會定期回到學校巡禮。2008年10月30

日，在榕園的大榕樹樹幹上懸掛著日本國旗，

見到戰友會遺族正舉行弔祭儀式（照片6）。

在大家的眼中，這些老房子、老樹所構成的場

域，都是大家曾經生活過的場所，是值得紀念

的場所（照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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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叢書

歷任校長校務專輯
《校史人物系列》

整理摘要 / 曹沛雯

成大博物館館長 / 陳政宏

《校史人物系列》叢書計畫從褚晴暉前

館長時期開始構想、規劃，在缺乏充裕經費注

挹，且有限的人力物力之困難條件下，本館同

仁秉持初衷，共同努力，邁向目標。除了協助

本計畫的各個單位與同仁外，在此要特別感

謝褚晴暉前館長一直給予我們鼓勵與協助、

歷史系王文霞教授無私奉獻自己寶貴的時間與

精力，加入本館研究團隊，協助此套叢書的編

撰。在85週年校慶來臨之際，本館得以發行部

分校長的單行本，並預計在2016年底陸續印製

完成全部校長的部分。

《校史人物系列》時空穿越80多年，此次

涵蓋18 位校長( 含三位代理)，以校務發展相關

資料提供 / 成大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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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為主要內容。在形式與研究方法上，分為

兩類：《口述歷史叢書》以訪談卸任校長、代

理校長有關校務發展方面的內容為主題；第二

類針對已逝世或年事已高、不克受訪的校長，

則以歷史文獻研究的方式撰寫。

本校發展歷程分為「日治時期」、「臺灣

省立工學院」與「臺灣省立成功大學」、「國

立成功大學」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日治時

期」先後15年，包含若槻道隆(1931-1941)、佐

久間巖(1941-1944)、末光俊介(1944)( 代理)、甲

斐三郎(1944-1945) 等四位校長；1945-46 年間為

政權更迭的過渡期；1946 年1月國府接收後，

學校更名為「臺灣省立工學院」，1956年升格

更名為「臺灣省立成功大學」。此兩個時期共

25 年，歷經王石安(1946-1951)、葉東滋( 代理) 

( 1951-1952) 、秦大鈞(1952-1957)、閻振興(1957-

1964)、羅雲平(1965-1971) 等5 位校長( 包括1 位

代理)；升格為國立成功大學後，又歷經倪超

(1971-1978)、王唯農 (1978-1980)、夏漢民(1980-

1988)、馬哲儒(1988-1994)、吳京(1994-1996)、黃

定加( 代理)(1996-1997)、翁政義(1997-2000)、翁

鴻山( 代理)(2000-2001)、高 強(2001-2007)、賴明

詔(2007-2011)、黃煌煇(2011-2015) 等11位校長( 

包括2位代理校長)。

歷任校長中，除已逝者和健康因素不克受

訪的夏漢民校長外，我們順利訪問的馬哲儒、

黃定加、翁政義、翁鴻山、高 強、賴明詔、

黃煌煇等七位皆以訪談文稿編輯的方式進行，

但因為每任校長訪談時間與編輯完成的時間不

一，將以單行本發行，待全部彙齊後再以合集

方式出版。

時逢成大85週年校慶之際，成大博物館

僅以《口述歷史叢書》獻給每一位正值流金歲

月的成大學子，希冀透過歷任校長在職期間關

於校務發展的回憶記錄，勾勒成大過往歷史記

痕。未來也將會繼續推出其他師、生、職、

工、校友的口述歷史。最後再次衷心感謝所有

撥冗接受本館同仁訪談的歷屆校長們，感謝您

們的耐心，並不藏私地提供珍貴治校理念與精

彩的人生經驗給予後輩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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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1994 馬哲儒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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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人：幾位前輩的傳承

我是民國77 年8 月1 日接任成功大學校

長，在倪超、王唯農與夏漢民等幾位前任校長

的努力下，為學校奠定良好的基礎，那段期

間，成大獲得迅速的發展。

例如倪超校長任內（1971-1978）即積極

爭取設立醫學院，購置未來校地。為了解決經

費問題，還成立成功文化基金會，作為向外募

款，籌備醫學院等事宜。

王唯農先生擔任成功大學校長雖然僅約

兩年（1978-1980），且後期已在病中，但也因

為他的盡力奔走與規劃，使其學校年度預算額

度大幅度提高，能不斷擴充原先不足的校舍，

例如當時位於成杏校區的測量系館和造船系

館、光復校區內的唯農大樓和學生活動中心。

遺憾的是，唯農大樓在完工後命名時，王校長

已經辭世。建造學生活動中心之際，正值能源

危機，為了節源，捨棄高層電梯，設計成4層

樓，如此佔地面積較廣。後來我體會到校地面

積的妥善利用也是極為重要的課題，尤其是學

校位處臺南市區，得以使用的空間相當侷限，

不過這也是日後才體認到的事。

後則由夏漢民先生擔任成大校長，在8 

年的任職期間（1980-1988）推動多項重大建

設，其中又以建置醫學中心與航空太空研究

所最為知名。另有一件鮮為人知的事──夏

校長與當時的蘇南成市長及臺南市政府的首

長們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舉例而言，在

臺南市都市計畫的過程中，夏校長爭取將校

區周邊的軍營劃作大學用地，奠定了日後取

得新校地的基礎。臺大醫院的擴建與成大醫

學中心的籌建同為國家14項建設之一，成大醫

學中心的工程如期完成，與臺大醫院擴建工

程的一 波三折，兩者相較，成大醫學中心的

推動，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事後夏校長和有

功的同仁均獲頒勳章肯定。

夏校長任內，正逢國家外交上的挫敗，

國防與外交更需莊敬自強、在科學領域上亟需

培養技術人才，例如航空工業。航空工程系是

從機械系獨立出來的新系，幾次申請成立碩士

班都不順利。為此劉孟鑫系主任從美國史丹福

大學聘請客座教授趙繼昌先生來臺協助。在趙

先生的努力奔走下，擔起培育航空工業人才的

重任，成立了設有碩博士班的航太及太空研究

所，加上國防基金的挹注，購買目前航太系校

地（自強校區南側校區），建造設備充實的航

太館，並由國外聘請多位優秀的年輕學者。隨

後又在歸仁校區建置占地二十多公頃的航太實

驗場。這也是成功大學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我擔任成大校長的 6年期間，累積不少撰寫

的講稿和文稿，在陳金雄與李金振兩位教授的

建議下，編輯成書，取名為《樹人存稿》
註 1
，

書中收錄了我對大學教育的見解、治校理念、

對畢業生的期許與成功大學應有的發展方向等

等，《樹人存稿》也可視為我在校長任內的一

個見證。

註 1 馬哲儒，《樹人存稿》，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5。

3535NCKU  Magazine  254

榕園記事夢想成大 發現成大觀點合力寫校史大事記校長的話主編的話



蓬勃發展的學運與學生生活

我在校長任內，正值臺灣高等教育界提

倡教授治校的時候，也是政治解嚴社會轉型

的時代。例如1989年在北京有天安門事件，

1 9 9 0年3月亦發生野百合學運，學生聚集於

臺北的中正廣場（今自由廣場）靜坐，提出

「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

「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

表」等四大訴求，成功大學有不少師生響

應。在各大學校園內，充滿了改革與響應學

運熱潮的行動。在此之際，我的想法是，如

何在校園內維持一個能讓師生安心讀書、做

研究的環境才是我首要的工作。

1990 年成大學生於野百合學運現場（圖 / 成大新聞中心提供）

校務經費的爭取

在我校長任內是教育經費相當充足的時

期，因為憲法明文規定，中央政府教育、科

學、文化的預算要占總預算的15%，在此之

前，卻從未編滿。立法委員朱高正為此還曾多

次在立法院內抗議，要求中央政府應遵照憲第

164條的規定執行預算編列。幾經抗爭後，教

育部、國家科學委員會和文化建設委員會得

到了相對充足的預算。再者，因為中等教育

和國民教育是分別由省級政府和縣、市政府

分層負責，當時也無補助私立大學的制度，教

育部所負責的就是幾所國立大學。因此，各國

立大學編列預算也較現在充裕。成功大學當初

為了籌建醫學中心和航空及太空研究所，編列

相當高的預算。然而其後政策開始轉變，教育

經費漸顯不足，所幸教育部在劉維琪先生擔任

高教司司長時，透過評審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的

方式分配預算。我們當時在教務長翁政義與負

責研究發展的翁鴻山教授協助下，加上也是當

時的教務處組長化學系黃得時教授，通宵達旦

撰寫計畫書，詳列了各系的資源，例如房舍的

坪數，調查統計清楚，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完成

計畫書。比起有的學校把各院所提出的需求與

數據，未經消化便送呈教育部，這樣的預算當

然會大而無當。反觀成大的計畫書則是由下而

上，由上而下反覆經過多次的協調才完成的。

我們的用心獲得評審委員的重視，結果出

爐時，我們的預算沒有被刪除任何一項，全數

照給。

校地爭取與校園建物規劃

（一）自強校區用地

學校週邊的土地如果是軍營，取得就比較

容易，因為軍方較服從上級命令與規劃，只要

與軍方的主管機關談妥後，事情就可以定案。

例如現在機械、電機、化工系館連同運動場那

塊，一共十多公頃的土地，在當時屬於陸軍工

兵署用地。某日工兵署長帶著幕僚前來成功大

學開會，我與總務處同仁和軍方在一次的會議

中，就把土地問題洽談清楚，解決了該處用地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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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門診大樓用地

現在附設醫院門診大樓的所在地，原為公

路局的監理站和臺汽公司的保養廠。其後監理

站遷至林森路的現址；但臺汽公司除了牽涉到

車輛調配的空間外，用地上還有員工宿舍，搬

遷問題等相當複雜。當時臺汽公司屬於臺灣省

政府，為了徹底解決用地問題，曾在總務處同

仁的陪同下到臺北去見省主席連戰先生，但卻

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幾經波折，爭取與折衝

後，才把目前門診大樓現址列入學校用地。

（三）成大安南校區

某日，總務處同仁報告在安南區有3筆相

連「大學用地」的資訊，這批大學用地總面積

約75 公頃，公告地價為每公頃75萬元。75公頃

和市區校地的總面積差不多，加上只要編列

6000 萬元的預算就可以全部買下來，我認為這

件事情對於成功大學未來在校園的發展與規劃

都相當重要，於是積極進行採購。但因缺乏經

驗，不知從何著手，如此購地計畫延宕多時，

過程也相當曲折。雖然地主，當時臺鹽公司的

余光華董事長對我們非常的支持，拿到最後的

一塊地時，已是翁政義校長的任內，公告地價

也漲到每公頃2100萬元了。安南校區和歸仁航

太實驗場的土地是成功大學得以和許多高學術

層次的單位合作的非常重要的籌碼。

（四）系所建物規劃

成功大學對於校舍興建的順序都是優先給

最迫切需要的單位。夏校長任內已經興建了文

學院館和理化、資訊大樓，在我就任之初，陸

續在光復校區興建管理學院等館舍，如此一併

解決文、理、管等各學院的空間問題。

興建圖書館大樓是我任內另一個大型校舍

規劃。醫學院的部份，我在77年8月1日就任成

功大學校長，醫學院附設醫院是在同年的7 月

開放使用。在此之前，醫學系的學生都寄在臺

灣大學上課。我們學校是4年制的學士後醫學

系，第一屆的學生畢業於我的任內。

結語：風雨飄搖的掌舵者

回顧成功大學的發展，在成立醫學院之

前，是一個由工學院起家，陸續擴展而成的學

校。除了工學院以外的各單位，設立之初在人

力、物力資源都顯得不足，需要給予充分的時

間，才能慢慢蛻變成長為目前的規模。有一點

我引以為自豪的是，那時除了當選中央研究院

院士以外，學術上的最高榮譽就是獲得教育部

的學術獎，在我擔任工學院院長（民國71-77 

年）和校長的期間（民國77-83年）教育部工科

學術獎的得獎人中有一半是成功大學的同仁和

校友，成績斐然。

在我擔任校長的那段時間，臺灣社會正

處於轉型期。我認為別人都進步得很快，若我

們不能加速前進，就會落後，我在任的前幾年

成功大學的軟體建設遠不及硬體，如何建立一

個有制度、有秩序的社會或校園，都是當務之

急，而我最自豪的是能在這樣迅速變化的年

代，維護一個讓全校師生安心教學研究的和諧

環境，也讓成果優良的得到肯定與鼓勵。我自

問不是一個幹練的人，但能夠讓一些能力比我

強的同仁安心的投入校務與研究的發展中，在

當時轉瞬變化的年代，或許正是需要像我這樣

的人主持校務。等到環境漸步入新時代，就該

由別人來接替。這也是我在《樹人存稿》提到

的，在我完成6年的校長任期，鉅變中的成功

大學，需要引進新觀念、新風格，使學術層次

做到突破性的提升，而我則是盡力演出，卻也

要適時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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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遴選的雙院士校長

吳京院士是本校首位經遴選產生，非教

育部派任的校長，既是成大畢業又是傑出校

友，回校貢獻除了自己的意志外，1994年受李

遠哲院士鼓勵返校參加首屆校長遴選，此時

正是他人生的顛峰，在美國連續四年獲得國

家海洋教育獎，當時的薪資是成大校長的四

倍，卻毅然決然地返回成大。於1994年8月1日

上任，除了中研院院士身份外，1995年於任內

也榮獲美國國家工程研究院院士，是國內首

位雙院士的校長。

一流大學的理想與策略

( 一 ) 加速邁入研究型大學

吳京校長認為成大有最大的工學院，留在

這塊土地上耕耘的成大人最多，卻沒有獲得社

會相對的回應；所以，除努力招攬優秀學生，

也致力於把師生帶出校園，積極邀請國際知名

學者到校任教、研究，增設系所，如教育、法

律研究所，87學年預定成立生物科技研究所；

提高研究生比例（原1研究生比3.7大學生，調

整為1比3），希望朝研究生佔四成的比例邁

進，要將14,000多人的學生數，以擴展研究生

為主，增加到17,500人；每系延攬1-2名國外學

者，推動與國外各大學及學術機構建立合作交

流管道，帶領成大朝向研究型大學發展。

( 二） 多元發展，成立研究總中心

吳校長提及為研究而研究的時代已經過

去了，成大自詡為一流大學，就必須帶領學

術走向新境界。一流的大學必須有一流的教

授與設備，大學學術研究應該走出校園，將

學校教授的理論基礎研究再行延伸，從實務

中找研究題材。希望學校教授、學生除研究

論文外，研究成果能往外推展與國際學術合

作及產官界的互動，不再讓成果僅止於學術

發表，以用於社會。

吳校長認為北部已飽和，臺灣的未來在南

部，如成大與國科會共同規劃臺南科學園區，

平衡電子與機械的均衡發展，朝多元化發展，

配合亞蔬中心，籌設生物科技研究所，設立亞

洲最大的「水工試驗研究中心」，帶領成大向

研究型大學的方向發展，走向一流綜合大學。

並設研究總中心於安南校區，下設一般應用科

學領域的研究中心外，還包括「臺灣史研究中

心」，目的是融入社區，視為大學落實社會責

任的示範模式。使具有「文化古都、科技新

城」的臺南，成為我國明日之星。

( 三） 連結國際的手：立足臺灣、放眼世界

吳校長不僅維護學校學術自由，認為國

內大學應「教授治理自己，校長的責任，只在

營造理想的環境。」為強化成大師資，特提出

邀請「100學人5院士」的任教計畫，讓國際聞

名的人物到校授課，讓學生得以「循著他們的

來路」、積極爭取教育資源、延攬大量優越師

資，因應師資多元化，爭取教育學程及設置研

究所；體會「學術合作」的時代來臨，舉辦兩

岸大學校長會議，結合海峽兩岸43所大學，共

同簽訂呼籲。配合回國人才需求，擬改設「附

工」為綜合中學，原預計於85學年度開始招

生，實施中英文雙語教學，配合科技與科學園

區人才需求。綜合中學之規劃雖未得實現，卻

也間接催生了南科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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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打造藝文殿堂，創造特色

吳京校長對大學之文化藝術之教育也極為

其重視，期望領先國家做文化建設，要成立第

一個「臺灣史研究中心」，在以工學院為主的

校園風氣中，引入人文藝術、重視臺灣本土之

研究。同時，也認為國家迫切要做的是文化建

設，勉勵第一屆藝術研究所師生為文化藝術傳

承扎根、努力；並規劃校史室、創造藝文空間

與周邊社區互動。本校蘇雪林教授在文學、藝

術、教育上的成就，是為國寶級的大師，住處

內藏的心血寶藏要規劃陳列保存方式，將蘇雪

林教授畫作付梓，其畫作由成大協助保管，期

許研究成立「蘇雪林教授紀念館」，並拋磚引

玉慨捐10萬元作為蘇雪林基金會籌款之基金。

( 五） 提升校譽、籌募校務基金

大學自籌財源籌募校務基金，主要來自

外界的捐款，要吸引外界，首先需要把學校辦

好，校友是學校最重要的資產，一定要善用校

友的力量，借重他們在各階層的成就與貢獻，

協助帶動學校發展；成大除廣設校友會來結合

校友的力量外，更以實際行動爭取與學術界結

合，進而得到學術合作的資源。校方並著手進

行規劃籌募事務，包括指定特定項目、用途、

獎學金。並發行以校友為對象之「認同卡」，

希望未來能自籌財源興建規劃中的校友會館、

服務中心。

( 六） 爭取優質學生親切互動

1. 主動出擊宣揚學校，造成旋風

他不僅到各地明星高中演講，爭取優

秀高中生，提升成大學生素質，帶動

大學間良性競爭。也體悟傳統「大學

博覽會」只擺攤位，看不到校園實際

環境，乃開辦「成大有請」院系博覽

會宣導，包括社團活動、由各學系科

提供實驗遊戲之動態活動與展示、全

校系館開放的方式，讓學生實際體

會，首創成大校友創業成果博覽會，

以招收優秀學生，造成旋風，使成大

在1995年大學年考的排名平均提升了

2-3個排名，科系排名幾乎全面上揚，

體會宣傳的效果。吳校長認為此舉能

帶動大學間的良性競爭。

2. 培養完整人格，訓練明日領袖為目標

吳校長關愛學生，對於綜合大學的理

念，強調五育並重發展，認為校園內

風氣失序，是倫理不張與式微，沒有

傳統的長幼有序，也缺乏西方尊重專

家學者的「尊賢」，應加強輔育導

正；強調應珍惜與家人相聚時光，培

養完整人格。提出社會變化難料，建

議學生選系以興趣為考量，不管逆境

或困境都要創造自己的空間。

( 七）校園建設：擴大校地為研究場域、校園
公園化成為藝文殿堂

吳京視校園規劃為「百年大計」，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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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盲目擴建校舍，而應該提高使用率，盼任

內將各校舍原使用率由百分之四十提升一倍。

他認為成大把成功操場劃為圖書館很可惜，希

望暫凍結建物拆建，先做好校園規劃，對校園

規劃的理念朝向國際化研究型大學規劃：

1. 先做好規劃 暫凍結建物拆建。

2. 維護校地的完整性：成大校本部擁有七個被

分割的校區，造成相當大的不便，曾提出以

地換地方式維持校區完整之構想，後因施行

困難而作罷，也曾研提興建現代化天橋，完

成校區間整合。

3. 校園公園化：視美化為重要工作，提出「校園

公園化」、「還我綠地」的構想，希望參考國

外大學校園「人車分離」；減少汽機車進入校

園，規劃校園定點行駛交通車，減少汽機車進

入校園，選擇部分校園角落建立立體停車場；

全力推動「老舊單車修理運動」鼓勵學生多在

校內騎單車。校區公園化、孕育通才、成為藝

文的殿堂，以維護學術自由。

4. 擴大校區規模：為配合研究發展將75公頃安南

校區規劃為具國際水準的大型水問題研究中

心，搭配歸仁21公頃設航太實驗場，將使成

大總校地面積達180公頃左右之發展空間。

5. 為強化與社區互動，方便校外人士使用，而

曾規劃在長榮路及大學路交叉口興建藝文活

動場地，為府城民眾提供另一處好的藝文活

動場地。原希望圖書館建於勝利路與大學路

口的勝利校區處，以便鄰近市區道路、並得

以和社區密切接觸，唯馬校長時期已定於成

功校區，而改將校友會館建于該區。

6. 認為學校歷史悠久應有「校史館」，而擬將

位於成功校區建築歷史最悠久的舊數學館即

現「博物館」及格致堂規劃為校史館。朝向

成為一流大學的願景鋪路，成為藝文殿堂、

孕育通才。

7. 成大的郵局業務量相當大，吳京校長曾向郵政

局長提出「合作」建議，擬以成大提供土地，

郵局蓋房子的方式解決成大郵局遷址問題，唯

劉兆玄部長認為未必可行，不如與商家合作，

建議成大規劃校內商業區而未實施。

吳校長長期旅居美國，對於大學校園規劃

有相當的理想，然迫於現實與任期不長等等因

素，也僅部分作法得以實現，相當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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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成大人

黃定加校長就讀臺南一中時期，展現數

理的濃厚興趣，雖然當時的一些老師建議可以

報考臺灣大學醫學系，但考量化工是一門可將

低價值轉化為較高價值的經世學問，亦可以藉

由化學知識，創新、改良產品，並藉此改善人

類生活，其影響層面較廣也較為實際，再加上

當時省立工學院的儀器設備遠優於其它學校等

考量，而報考本校化學工程學系。基於對研究

工作的興趣以及教學熱忱，黃校長在預官退伍

後，旋即進入母校化工系擔任助教。他一路從

助教做起，歷經講師、副教授、教授，乃至退

休後獲頒名譽教授。將近40幾年的歲月，於成

大滋養茁壯，貢獻己學、回饋母校，一生未曾

離開。除了學術研究之外，黃校長行政經歷完

整，1981 年擔任化工系的系主任及所長，1994 

年在黃校長服務成大將近40年之際，獲得吳京

校長邀請，擔任副校長一職，其後隨著吳京校

長榮升教育部部長而擔任代理校長，負責校務

推動與主持繼任校長遴選工作。

副校長時期擔任校園規劃小組召集人

黃定加擔任副校長時期相當重視校園規

劃，有鑒於校園規劃需要長期性與持續性的發

展，因此黃校長認為，一年才召開幾次的校園

規劃會議顯然不足。當時吳京校長希望由黃定

加來推動這個任務，因此，他們每兩個禮拜利

用午餐的時間開一次會，除了總務長、研發長

以及相關委外，另敦請建築、都計與交管系的

教授擔任顧問。校園規劃委員會關心的項目從

增設路燈到整體校園規劃，從文資保護到用路

安全等，並負起監督學校工程規劃與校園施工

的任務，為學校開源節流。只要學校需要增加

或修改什麼，原則上都經由校園規劃工作小組

開會統籌後，再按照決議進行。例如，總務處

提議要修建馬路，或是鋪設連鎖磚等問題，都

曾在校園規劃小組中進行討論，並事先設想用

路人與行車動線。如此，在執行上也比較能精

準掌握實際需要，避免徒勞無功。

代理校長期間

吳京入閣擔任教育部長，黃定加在副校

長一職不到兩年的情況下，接任代理校長。代

理校長期間（1996.06-1997.02）除了例行性的

校務工作、籌備遴選、延續歷任校長各項政策

之外，其中比較重要的還包括完成兩筆棘手的

土地收回：監理站（現成大醫院第二門診大

樓）；勝利路與大學路路口旁的土地（現成大

會館部分用地）。成大醫院第二門診大樓，原

本為台汽監理站，早已由成大編列預算徵收為

成大學校用地，但監理站還有一些住戶不願意

搬遷，雖然當時學校已發給補償費，但還是有

一些住戶留在那邊，造成一直無法使用那塊

地。此外，現在的成大會館，即靠勝利路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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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兩層樓的建築，上面當時是我們學校一些職

員的宿舍，下面就是出租店鋪；雖然成大一直

有收回的意願，但卻沒有辦法徹底解決。回憶

這段歷史，黃定加提及：「記得我在擔任代理

校長的時候，洪國郎來找我，他問我說那些土

地怎麼辦，當時我只是跟他說：『該怎麼辦就

怎麼辦。假定有什麼問題，我會負責！在不冤

枉別人之下，我們該怎麼辦就怎麼辦。』所以

洪國郎聽到我這句話，他就找學校的法律顧問

把這兩塊土地正式收回，把問題解決了。」

因為黃代理校長的全力支持，學校行政部門

才能放手去做，把這兩塊棘手的土地問題徹

底解決。

除了延續前任校長政策之外，黃教授在代

理校長期間也積極推動新的想法與政策，例如

增設新的研究中心，著手構思育成中心，擬定

文學院語言中心設置辦法草案，設立法律研究

所、教育研究所等系所等。

消失的「第二校區」──官田土地

黃定加代理校長時期有感於成大若要發展

為國際性綜合大學，校園面積的擴充實為首要

之務。很幸運地，在當時臺南縣縣長陳唐山以

及機要秘書王幸男先生協助下，成大獲得一個

絕佳機會爭取官田土地的無償使用。關於這塊

土地，起初並非成大刻意爭取，當時是因為政

府一度想把高鐵站移到南科，當時臺南縣為了

沙崙地區的發展，在長榮管理學院開協調會，

並同意無債撥100 公頃的土地給成大。然而，

後來高鐵站沒有移，而蓋在沙崙的原來預定

地。但是為什麼會演變成官田與大內兩筆土地

而不是沙崙？王幸男在擔任陳唐山機要秘書，

看到成大關於沙崙土地的需求，提醒這是臺糖

的土地，按規定只可以租，不可以賣，也因此

王幸男協助提供大內鄉100多公頃土地，願意

無償撥給成大；同時官田鄉鄉長也表示有二筆

分別為110公頃（內有小部分私有地），以及90

公頃土地，希望能無償給成大。由於大內那塊

土地是水源保護地，所以黃校長不打算勉強，

而將重點移至官田的兩筆土地。

官田的兩筆土地，位於現臺南藝術大學

附近，由於是省政府的土地，委託臺南縣政府

管理，並且無償撥用。經由多次的實地勘查並

於校務會議通過後，委請都市計劃系陳麗紅主

持規劃。為了那個土地，當時成大主任秘書李

金振，都計系陳麗紅主任、還有校園規劃小

組、建築系主任等人皆投入協助；當時臺南縣

政府也很幫忙，表示假如成大沒有經費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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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可以幫忙。這件事省政府也同意了、也蠻

高興，雖然那裡面有一些是私有地，但願意去

跟他們換地，讓成大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地。黃

校長當時認為這樣的安排很理想，根據成功大

學第四十七次校務企劃座談會（民85年12月11 

日），李主秘曾經對於規劃官田土地一案進行

下列說明：「本校爭取官田校區事宜，進行尚

稱順利，並訂於本（十二）月十二日，職將陪

同黃校長及臺南縣陳唐山縣長前往臺灣省地政

處，當面向許處長爭取，希望地政處能答應無

償撥用省有的110公頃土地與本校發展第二校

區。」從上述報告得知，官田校區事宜至民國

85 年底，一切按照計畫進行，無論是從成大

日後發展，或是當時縣政府繁榮地方的角度來

看，應可達到雙贏的局面。然而，規劃官田土

地的計畫案因正在積極規劃中尚未完成，所以

在第四十七次校務企劃座談會（民國86年1月22

日）中並未提及，而這次也是黃校長的最後一

次校務企劃座談會；當時該案已經進行到最後

的階段，且雙方對於該筆土地也獲得共識，尤

其是當時的省政府跟縣政府都相當積極主動，

展現極大的誠意。惟可惜的是，隨著黃定加卸

任代理校長一職後，官田校區規劃案似乎也隨

之沉寂⋯⋯，直到民國92 年的第一次校務發

展委員會議（92 年10 月15 日）的臨時動議中

才重新提及。有鑑於臺南縣政府希望以區段徵

收方式辦理「變更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計畫

案」，主動來函詢問成功大學是否重新考量有

無意願爭取變更其中28餘公頃為成大用地用以

設置官田校區，不過當時會議以公函未說明以

有償或無償辦理撥用為由，放棄爭取。

官田土地具多元發展的可能性

事實上，黃校長當時並不急於開發官田

一百甲的土地，他認為成大日後還可以再發

展，並且，那筆土地並不是成大因為急需，主

動爭取而來，官田土地可以說是「天上掉下來

的」，因此。黃校長認為這筆土地的利用，存

在很多可能性，其中他曾建議可以設一個慢性

病的醫院，以解決成大醫院病房不足的問題，

這對整個社會，對整個成大來說，可以提供很

大貢獻。此外，成大陸續成立研究中心，可以

在那邊慢慢地開發，用到哪裡開發到哪裡。當

然，鄰近臺南藝術大學也是當時吸引黃校長的

一個重要理由，如同可以共同朝向大學城的思

維進行發展。總之，官田校區存在多元開發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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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有生命力的大學校園

如何形塑一個比較好的大學校園？首先我

們要瞭解校園是甚麼？它應有那些功能？學生

在學習階段當然有比較多的時間在課堂、在教

室、在實驗室，討論或者是聽課、上課、做實

驗等等，但是他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室

外，所以校園要能提供讓他們想留在哪裡從事

各種活動與學習的空間。

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提一段

往事，先前所談到的總圖書館是一座造價

九億五仟萬的大建築，建造地點選在何處是

個難題，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於是把這個

重大問題提到校務會議討論。建築系的老師

一派主張就原有圖書館向西（現成大會館用

地）擴充，有利於節省經費；另一派則主張

仿效歐美大學其圖書館設在校園中央部份，

而學校的中央為成功校區的原有運動場，也

是該校區僅留的一塊開闊空間，當然會引

起附近系館部份教師的反對。提出這種主張

的王明蘅教授和姜渝生教授，針對這個意

見，進行觀念性的闡述，他們認為成功操場

雖然是一個很大的空間，但是它的使用功能

不大，使用那個空間的人不多，只有晨昏時

的踢足球、跑步及打籃球的少數人，也就是

說，它是一個不具生命力的空間。而我們可

利用興建圖書館的機會來營造一個有生命力

的空間。

在經過一番爭論與論述之後進行表決，結

果選址成功操場的意見獲得多數人的支持。對

我來說，在這個過程中，學到了「什麼是一個

有生命力的空間」。

在我剛接任校長時，雲平大樓前舊路翻修

工程已經發包。然而我認為這是一個改造校園

面貌的大好機會，於是興起變更設計的想法，

將原本的例行翻修工程，修築成景觀道路，並

拆除連結大學路門口至雲平大樓的分隔島，如

此，行政大樓前方至校門口，因為開拓的道

路，使得視野突然豁然開朗。此外，將接近雲

平大樓的兩端加寬，形成一個開放式的空間；

人車分離的做法，讓車輛在開到中正堂後，就

必須遵循汽車專用道路，確保校園行車安全。

如此重新形塑的空間，結合學生活動中心，以

及雲平大樓間的綠地，形成一個具有開闊性，

得以提供活動的美麗空間。你會常看到白天、

黃昏、夜間很多學生在那裡做很多活動。

校園圍牆的拆除

校園的塑造，大家也許不曉得它與圍牆有

密切的關係。本校在各個時期的發展需求，逐

步購置校地，以致全部校地被東西向的大學路

和小東路，南北向的勝利路與長榮路分隔為八

大區塊，各校區相鄰道路也都建有圍牆。

目前的自強校區是在夏漢民校長時分兩次

向國防部購置的，而在兩塊地中間有一條預定

道路（大學路東段）分隔兩邊校地，雖然曾向

市政府交涉廢除該預定道路，但沒獲同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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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先使用南邊土地，並在尚未開的道路旁設了

圍牆，後來北邊土地開始使用，也在未開的道

路旁建了圍牆，這兩道牆中間形成了一長條雜

草叢生與髒亂的地帶，而在道路兩端以鐵皮封

住，相當的不雅觀。

以學校立場最好這條路不要開，那兩塊

地就合成一塊，這就是說站在對自己有利的

立場去思考，可是那是一個計畫預定道路，

我們想想林森路和長榮路中間若沒這道路，

勢必使很多人繞道而行，造成很大的不便。

在我接任校長之後，市政府來文通知大學路

東段勢必打通，也就是我必須解決這個棘手

的問題。我認真的思考著，我要繼續阻擋道

路的開設嗎？該道路的打通對於社區及社會

大眾行的便利是必須的，我能為學校的私益

而害了社會之利嗎？我們不應該做這種事！

能夠為社會造更大的福利，即使學校犧牲一

點也是應該的。接著我再以突破傳統的思考

模式，我們為什麼怕被道路分隔？在各校區

地不是也有多條道路嗎？但並沒有被切割的

現象，原因在於有無圍牆之別，若把圍牆拆

除，這條道路不是形同校園的道路嗎？

當我把這個間題思慮清楚之後，內心豁然

開朗，於是決定同意市政府開路，但是在形同

校園內道路的思維下，要求路寬縮小而且路旁

不設停車位，我們也把原有圍牆大部份拆除，

以形塑更大的活動空間，市政府也欣然同意，

就這樣經過雙方的協調規劃，把這條道路打造

成限速三十公里的景觀道路。等到整個工程完

成之後，所呈現的是前所未見的、沒有想像得

到的優美景觀，道路與我們的校園融為一體，

這種突破性的做法符合政府社會的需求，也讓

我們消除原有的顧慮，甚至促成一個開放性校

園的產生。

成立藝術中心

現在大家都在談要提高人文素養，而人文

素養很重要的一個成分就是藝術修養，但藝術

修養不等同於藝術知識，那些藝術知識只要上

網查一下就很容易找到的。藝術的本質是抽象

的，它實現的方式是創造和欣賞，當然對於非

藝術領域專業的人來說，也只能從欣賞的角度

來訓練和提昇藝術修養．這其中包含對藝術作

品的鑑賞力，面對生活百態、世間萬象的觀察

方式。而這些能力的培養必須靠一種比較豐富

的藝術環境中被薰陶、體驗而得到的。

成大當時只有一個成立不久，規模甚小

（只有四、五位老師）的藝術所，要扮演提供

全校學生在藝術修養的提升恐怕是力有未逮

的。所以在思考上，必須設立一個負責辦理相

關的藝術活動的單位，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去接

觸與瞭解。所以，我就請翁鴻山副校長來主持

一個任務編組的藝術中心，定期辦理各種活

動，其中辦了一個藝術季，藉以吸引更多學生

參與．後來這個中心被提升為體制內的校級一

級單位，這是在各大學中也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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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設博物館

放眼看去，我們沒看到臺灣任何一所大學

有博物館，那我為什麼有設立博物館的想法？

說起來，這是一個機緣促成的。話說有一次，

歷史系的蔡茂松主任、陳信雄教授、蕭瓊瑞教

授跟我說，在高雄燕巢山區，有一個奇特人士

許伯夷先生收藏許多文物，並接受預約免費供

人參觀，後來他覺得不勝負擔，打算把一些文

物捐出去，也有高雄的一兩個單位在爭取。我

聽了之後，隨即請他們安排去參觀。當天由許

伯夷先生親自接待、解說，我也見識到不少珍

奇文物，當場我並沒開口捐贈的事，其實我在

盤算如何能讓他樂意捐給成大。

於是我就邀請他來成大參觀，當天，我

親自給他做簡報，讓他瞭解成大的優越之處。

隨後帶他瀏覽我們的校園，我意在讓他感受成

大在學術專業，學校成就與貢獻各方面是可以

信任的。就如同嫁女兒不能隨便亂嫁，找婆家

當然要找一個放心的，要看以後女兒嫁過去後

人家會好好照顧。午餐（素）也盡歡而散。過

後不久，他果然同意把近三千件的文物捐給成

大。這是一個難得的機緣，但也是一種責任，

我們必須能夠善加整理，保存及展示。

2007年，賴明詔校長接受蕭瓊瑞教授的強

烈建議，正式設立博物館，並為體制內的校級

一級單位。這是臺灣最先的、也是唯一的「大

學博物館」。

自強校區綠地廣場四棵老茄苳的由來

我接任校長時，自強校區開始啟用不

久，所以建設還在進行中。我那時候就跟營

繕組講：「中間廣場要好好運用，校園空間

要能夠有一個比較明朗寬闊的感覺，草皮要

養好，千萬不可隨意種樹，只須種幾棵比較

好的大樹。」

有一次營繕組長陳長庚主任說他在報

紙上看到一則報導，小美冰淇淋的董事長曾

士龍，在臺北縣八里買了二塊地，專門收容

老樹。我們就打電話跟曾董事長說，要參觀

他的樹，他也很樂意接待我們，親自用車子

載我們去看他那些樹。當時我看到有一種樹

看起來很美，叫做赤楠，它是臺灣原生種。

後來我開口跟他說：「曾董事長我現在學校

有一塊很大的綠地，想要種幾棵老樹，你可

不可以送我幾棵？」他說：「好！那你要什

麼樹？」我說：「我要赤楠。」他開始也答

應，後來過了一段期間他跟我回報說，赤楠

原來成長的地方是在比較靠山區、比較陰濕

的地方，擔心移植比較難活，他想說改換成

茄苳，還是非常大的老樹。我們說好，後來

他送給我們四棵老茄苳樹，每一棵都是一百

多年的老樹。隔年，1999年，利用3月12日的

植樹節辦理正式植樹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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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服務概況

民國67年7月，夏漢民校長聘馬哲儒教授

繼任化工系主任及化工研究所所長，當時馬教

授仍在美國要半年後方能返國，夏校長遂任命

筆者擔任化工廠主任兼代理系主任及所長半

年。馬教授回國後，筆者主要是協助他處理經

費與儀器設備以及系館增建的事務，至70年7

月任滿3年後辭兼職，赴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研究半年。

76年8月起擔任化工系主任及化工研究所

所長，79年8月卸任後，利用休假赴甫創立的

高雄工學院（今義守大學）擔任首任教務長暨

化工系主任。同年8月起，接受化工系新上任

系主任周澤川教授之委請，主持新系館之規

劃協調工作。馬哲儒教授於77年起榮任本校校

長，79 年校務會議通過研究發展委員會（今

研究發展處）組織規程。由於筆者與他有共事

的機緣，次年筆者由高雄工學院返校，就被聘

出任首任執行長。任內在同仁協助下，訂定相

關規章、編寫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訂定校長遴

選辦法、因應新頒佈的大學法大幅修訂本校的

組織規程。其中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是在馬校長

充分授權下，由翁政義教務長、楊明宗總務長

及營繕組陳長庚主任通力合作下完成的。82年

底，我們排除諸多困難，創立了財團法人成大

研究發展基金會，筆者被任命為第一任執行

長。由於筆者跟翁政義教務長有上述共事的關

係，他出任校長後，於86年10月在校務會議上

提名筆者出任副校長。89年5月翁校長出掌國

科會，筆者代理校長職務8個月。

副校長任內

如上述，由於筆者跟翁前教務長有上

述共事的關係，他出任校長後，在校務會議

上提名筆者出任副校長。在副校長任內，協

助翁校長推動人文藝術活動、創立藝術中心

和生物科技中心，筆者也被聘為該二中心的

首任主任。此外，也協調規劃修齊大樓（文

學院和語言中心）與照坤大樓（儀器設備中

心），參與爭取陸軍804醫院撥交本校及南部

醫學中心第二期擴建計畫之經費。筆者要感

謝秘書王一如小姐（後由王琇麗小姐接任）

和其他單位同仁的協助。

（一）協助推動人文藝術活動、創立藝術中心

民國87 年初，化工系楊毓民主任決定在系

館大廳豎立賴再得教授塑像，乃委請著名雕塑

家楊英風先生著手雕塑，該年4、5 月間，楊先

生千金楊美惠小姐前來系館討論塑像豎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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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時，筆者想到翁政義校長正推動人文藝術活

動，就請教楊小姐對校園佈置雕塑品的看法，

她立即回應說：高雄美術館正有「巨塑臨風」

之特展，何不一起去看一下？楊主任和筆者就

在楊小姐陪同下，立即前去參觀。筆者看到數

十件的雕塑品陳列在沒有圍牆的美術館園區內

展出，想到：如果成大舉辦同一類型的展覽應

該更沒有安全的顧慮。

回校後，就問時任新聞中心主任專研臺灣

藝術史的蕭瓊瑞老師，是否願意承辦校園雕塑

展？獲得首肯後，就向翁校長報告，立即獲得

同意並答應補助二、三百萬元，但要筆者督導

此一活動，並和蕭主任向外募款。經蕭主任預

作規劃及同仁周詳討論與安排後，「世紀黎明

─成大校園雕塑大展」終於在87 年10 月下旬開

展。由於雕塑展的成功，次年3 月，本校設置

藝術中心的議案就無異議順利通過。

（二）設置生物科技中心

在翁校長任內，除了積極推動通識教育及

藝文活動，以培養學生之藝文與科技涵養外，

決定發展微機電及生物科技。86年先在研究發

展處下設置「微系統中心」；次年，向國科會

爭取在本校設立「南區微系統研究中心」，以

學校經費配合補助款購置了大批研究設備。在

生物科技方面，首先於87 年，設置了涵蓋理、

工、醫三個領域的「生物科技學程」，並成立

學生實驗室。復於次年6月成立「生物科技研

究中心」。但當時因受限於經費，翁校長決

定先挹注經費於微系統中心，而暫未補助該

中心。

（三）開始籌設博物館

民國88 年4、5 月間， 歷史系蔡茂松教授

跟筆者說：旗山許伯夷先生有大批歷史文物希

望本校能協助研究收藏與展出，隔天就由蔡教

授和陳信雄教授陪同去伯夷山莊拜訪許先生，

了解實際情形。回校後，立即向翁政義校長報

告此事；越數日，翁校長也在筆者等陪同下去

拜訪許先生，並同意接受捐贈，惟細節需雙方

進一步磋商。翁校長期望藉由該項捐贈，結合

校內的收藏，包括機械系顏鴻森教授之中國古

鎖具、地科系和資源系之化石與礦物標本、生

物系之動植物標本、歷史系之歷史文物、建築

系之古建築構件以及文學院之字畫等藏品，規

劃成一兼具自然與人文特色之綜合博物館，就

指派筆者召集籌組博物館籌設推動小組。88 年

7 月博物館籌設推動小組正式成立，由本校相

關專業之教師擔任籌設小組委員、顧問與執行

小組委員。籌設小組委員成員包括當年之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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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李建二教授、總務長何東波教授、文學院

長涂永清教授、機械系顏鴻森教授、地科系

余樹楨教授、生物系麥愛堂教授與建築系徐

明福教授，由筆者擔任召集人，並聘請魏聰

洲先生協助規劃。籌設小組以規劃安置與設

計展示許伯夷先生捐贈之部分珍藏為主要任

務，並推動博物館之設置工作。89年初秋，許

先生慷慨致贈本校珍貴文物共二十餘件，包

括木器、石器、木雕、戲偶、陶瓷等。同年

推動小組策劃了「風華再現—伯夷山莊文物

捐贈展」，以臺灣近代陶瓷、宗教祭祀、掌

中與傀儡戲偶、傳統傢俱、石雕為五大展覽

主題。為了配合該捐贈展，也與奇美博物館

合作，舉辦「奇美歐洲近代文物展—西洋傢

俱」特展。90年2月1日筆者卸任後，新任高強

校長委請歐善惠副校長與蕭瓊瑞教授繼續推

動，博物館終於在96年11月正式成立，賴明詔

校長延聘顏鴻森教授為首任館長。

後記

在成大就學及服務共51年，筆者很慶幸

能在研究風氣濃郁的化工系從事教學及研究工

作。也很幸運地，被馬哲儒及翁政義兩位校長

賞識，任命為研究發展委員會執行長（今研發

長）及副校長，而有為學校服務的機會。當

然，筆者要感謝許多同事，沒有他們的協助，

絕對無法順利完成交辦的工作。

近年來，筆者因為參與編撰工學院院史、

化工系系史和臺灣化工史，以及建置化工系史

館，所以對保存歷史文物及記載史實有較深刻

的感受。今年3月間，校長室通知為慶祝本校

建校八十週年，將編印紀念刊物而邀請我提供

「感言」，自認若能將任內參與的工作回顧一

下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就冒然答應下

來。但是因為個人沒有將工作記錄下來的習

慣，撰寫回顧行政服務工作的文章成為超難的

事，僅能由留存的有限資料以及透過學校網頁

和校刊刊載的文章追憶往事。下面的敘述不在

吹噓個人的事蹟，只是希望能替校史留下一些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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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界協助成功大學發展

( 一 ) 馬學坤捐「貴重儀器設備大樓」

90年代以後，社會逐漸出現產業人士捐

贈學校建築物的風氣。剛開始，校方冀望業界

能夠捐贈大樓，如此，一方面可以提升學校形

象，另一方面學校確實需要更多的空間。當

時，第一棟是翁政義校長時代決定的「貴重儀

器設備大樓」，由馬學坤校友捐贈。那時這類

事情很少見，馬學坤捐贈成大一億，學校再相

對配合一億，最後以二億的經費興建。然而

「貴重儀器設備大樓」修建過程延宕許久，從

原本設計八層樓，後來又追加兩層；其後又受

阻於不斷更動的消防法規，以致於學校需持續

修正以滿足新的要求。這樣一耽擱又過一段

時間，直到我校長任期的最後一年，即民國

九十六年才告落成！

( 二 ) 奇美電捐贈「奇美樓 」

接著學校蓋了「奇美樓」。當時光電系

李清庭教授是電資學院院長，奇美電的老闆是

成大校友，因為校友關係，大家就一起商談。

李院長向他表示要成立光電系，原來的空間不

夠。當然業界要捐大樓也有他們的盤算，我們

也退讓了一些。後來決定奇美樓中間有一層

樓，讓他們展示一些奇美電子公司的產品。在

這個前提下，就促成了「奇美樓」。

( 三 ) 吳修齊捐「修齊大樓」與高清愿捐「統
一健康大樓」

「修齊大樓」在翁政義校長時代就蓋好

了，它比「貴重儀器設備大樓」較晚開始修

建，但是較早完工。因為「修齊大樓」是

「太子建設公司」蓋好以後，再整棟捐贈給

我們，所以速度稍快。基本上，業界要捐

款，可以採分期捐，如此比較好節稅，所以

一般較傾向分期。

站在學校的立場，我們希望業界把樓蓋好

再捐給學校，這樣最單純。像「修齊大樓」，

吳修齊先生以一年多的時間完工後直接捐給成

大，這樣最為理想！如果捐錢讓學校來蓋，我

們還得先向教育部申請蓋樓的許可，歷經一連

串冗長的審查之後，才得以動工。

統一公司的健康大樓也是捐贈的，這是

在我任上的事情，所以我很清楚。它位於勝利

路上，成大醫院對面。這件事情中間的橋樑是

蘇益仁教授，蘇教授是高清愿的遠房親戚，當

時，他在國衛院擔任組長，我剛接校長不久，

就跟國衛院商談合作，希望他們在臺南設立分

院，跟當時的吳成文院長談了很多次。他說需

要空間，蘇益仁就開始尋找。

當時，成大完全仰賴政府的公務預算，經

費運用受限，不像現在有校務基金可以運用。

後來，蘇益仁為了爭取在成大蓋一棟樓，就去

麻煩高清愿，而他也同意了捐贈這棟大樓。

這棟建築稱為「統一健康大樓」，實際上

是成大跟國衛院共同使用。因為我們一直希望

中研院、國家衛生研究院、工研院等這些中央

級的研究單位南下，翁政義校長任職工研院董

事長期間，將工研院的南院搬到臺南，雖然不

在成大，但設在臺南，這些作法都是希望對學

校有所幫助。所以我們希望國衛院南下，在成

大醫院的十二層樓中給他們一層樓，但是我們

5555NCKU  Magazine  254

榕園記事夢想成大 發現成大觀點合力寫校史大事記校長的話主編的話



醫院的空間已經不夠了，後來蘇益仁就去爭取

到這一棟樓。他們的空間裡，國衛院占了一部

分，成大的醫生教授也在裡面，這是「統一健

康大樓」的情況。

( 四 ) 鄭崇華捐贈「綠建築」

「台達電」的董事長鄭崇華捐贈「綠建

築」是較晚期的事情，它源起於我去臺北參加

鄭崇華董事長舉辦的一個論壇。當時殷允芃、

郝龍斌也在場，還有一位飛利浦的總裁羅益

強，是成大物理系畢業。這四人當中，除了郝

龍斌，有三位是成大校友。那次論壇的主題是

「綠建築」，殷允芃在會前跟我講：「高強，

等一下我會講些話，你擔待一下！」 我想沒有

問題，她也不會講多嚴重的話。討論中她講到

有關綠建築的發展，臺大有什麼什麼的，很遺

憾成大都沒有！我站起來回應說：雖然我是成

大校長，但我能夠掌控的，就只有校長官邸，

其他地方我也沒有什麼權限，我最起碼會盡量

把校長官邸的綠色建築概念加進來。

活動結束後，我致電鄭董事長，跟他談

到這次論壇的情況，並且提出一個想法請他

協助：是不是由台達電贊助成大，我們再出

一些配合款，共同建造「綠建築」？一方面

可以在裡面進行綠能研究；另一方面，若蓋

得很有概念，讓全國人來參觀，使大家知道

綠建築的應用，在研究跟推廣上都會很有幫

助。他說很好，沒有問題！我做個人的事，

不會用公司的錢，要捐款就用我自己口袋的

錢。他在電話裡告訴我說：「我的能力是

一億」。我聽了真的非常感謝，回應說以成

大的能力，我能夠掌握到四千萬，我們就用

一億四千萬來蓋那棟樓。總共不到兩億，這

個造價是相對便宜的。「綠建築」的背景就

是希望蓋一座可以在裡面從事綠能研究，並

且提供社會大眾參觀綠建築的想法。

成大首例 BOT 案
BOT 的優勢在於學校無需專責管理，換句

話說，就是不用管大樓維護、人員雇用，也就

是整個外包，這樣比較單純。這也符合我的想

法，所以在很多場合我不斷強調，學校需要學

生宿舍，但學校沒錢蓋、也沒錢請管理員；學

校吃飯地方少，每次都去外面吃；外賓來了要

去學校外面住宿，校園裡面只有一個迎賓苑。

如果「校友會館」蓋起來，這三個功能都滿

足，還要求什麼呢！這樣做至少讓我們該解決

的問題都解決了。

旅館部分就是「校友會館」，當時規

劃是每晚一千五，公務員可以報支的標準是

一千六。北部外賓南下臺南，一晚一千五的價

格非常合理。總此，學生住宿的價格合理，老

師住的也合理。當時還規劃一些空間作會議

室，讓我們可以開會。它又具備生活機能，學

生、老師也不用跑太遠吃飯，怎麼看都覺得很

理想！老師們的意見主要在於太子公司回饋不

夠多，但是對方也有經營風險，我們提出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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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他們也能逐項解決，收費和現在差不多，

我覺得很合理。

當然有些老師站在為學校爭取最好權益

的立場，質疑太子百分之五的回饋金偏低。我

跟他們說：「第一，你們誰覺得這個不好，就

自己組一家公司來投標，我給你做，但你不能

倒。第二，學校不是只有這個BOT 案，將來宿

舍還會再蓋，由你來主導，你得要談得成。」

最後這BOT案總算是敲定了，還算不錯，有些

事情實際上不是那麼單純，這些都是為了學校

好，能夠推動學校的發展最重要！我覺得最欣

慰的事，就是成功推動這個BOT 案！

五年五百億計畫加速成大轉型

五年五百億的實施對成大的影響，從消極

面來講， 學校經費原來真的不夠，有這五年

五百億以後，不見得能快速朝向世界一流，但

起碼不足的地方，可以比較充裕一點。我覺得

補助的這十七億，頂多一半是補不足的，剩下

一半可以用來發展。以學校的發展來說，就見

人見智了。我比較傾向不要由校長來決定重點

發展方向，而是以老師們過去的努力所反應出

來的基礎，我們再輔導它繼續成長。

五年五百億計畫在文學院看不到太明顯的

成效，這也是很無奈的事情！在大學教育裡，

我認為文學院的功能就是讓學生陶冶性情、提

升素養。在研究部份，文學院不像其它理工科

系那麼快速的生產論文，能在世界上比的就是

文學獎，而那又是極難達到的。所以，文學院

扮演的角色主要就是陶冶大學生，讓人看起來

就像一個「大學生」，這是文學院的主要功

能。因此，很難要求文學院，那就不是它的角

色，所以文學院也不要太氣餒，或者覺得這個

政策不對。

五年五百億計畫下，我們新增了特聘教

授一級，人數大約占百分之十。當時全校有

一千一百多位老師，有一百位左右的特聘教授

名額。全校教師的百分之一，大概十一位是講

座教授，當初是這樣規劃的。這一百位特聘老

師依據各學院老師的比例為基準來分配，避開

不同學院相比，否則工學院可能會拿走很多名

額。按照配額方式去做，只要在你的領域裡表

現得不錯即可獲得特聘。

整體來看，五年五百億對成大來說是正

面的，但這個計畫對臺大助益更多。以前成大

的優勢在於當臺大聘人的員額用完後，成大接

著聘人，如此可以聘得優秀師資。等到五年

五百億以後，臺大資金充裕，也開始有約聘雇

的老師、專案教師等這類作法，臺大的員額就

增加許多。成大好幾位物理系、數學系還有管

理學院等優秀老師，被網羅離開，清華也面臨

相同窘境，因此我們備感壓力。

本篇全文摘自成大博物館出版《校史人物系列》口述歷史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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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是什麼？是國小作文課的：我的志

願嗎？

孩提時期簡單的問答，有時想了一輩

子，每當看到美好的事物時就會躍出思緒，

即使沒有實現都有淡淡療癒的奇效。人生，

有一段過程只會往前看，但是過了那段青春

期，回顧的時間慢慢的追上了眼前，想慢慢

活吧，但夢想卻還餘燼未滅。

「我的志願」像是回答自己未來的職

業，是不知險惡、沒有苦愁的想當那種類型

的大人。但「我的夢想」有點像是一種自我

意識探索的過程，雖然是夢，可以不必真

實的存在，可以一直想，可以改變，人生的

經驗到何處，就切換到新的場景。你要我說

說自己的夢想，我有點疑惑的思考你要問的

夢想定義是什麼。說真的，我是善變的，我

的夢想經常就是當下我想做什麼。所以反過

來描述這個想法可能會比較精準，我不會對

兒時的志願沒實現感到難過，卻會對一再猶

豫而追悔不已。重點不在於夢想，而在於追

夢，是不是夢，關鍵在於行動。

說到這個空間，一開始並不是夢想，而

是很現實的：我要處理什麼問題。上學年歷

史所的一節課，經常撩起我思考這個問題：

「記憶」是什麼？

以下我把片段訊息組成一個事實，因為已

經不是夢了，但我真正該說的卻最難說詳細，

是那些黏結在訊息間的介質或是酵素，那是自

己的人生的歷程，造就我如何回應外在所有的

訊息。

我無法完整的想清楚，所以自己偷懶先

去篩選什麼不是「記憶」。這個反向的思考，

是不適合在南台灣夏天花時間探索的，這樣說

吧，太熱了，淺薄的一絲文青情懷，像是被烘

得乾黃的腐竹，沒有熱情。

然後出現一棟房子。

沒有整修前，房子外觀及深的藍，像是藍

色的柏油抹在酷熱的南台灣，熱得將要融化流

下，在炙熱的臺南市中心，厚厚一層藍漆古怪

地包覆在結構早已鬆散的木板牆上，房子裡似

風乾的橘子，要不是那個挑高木質斜屋頂還有

點想像來的涼意，這房子超現實的就坐落在老

城區的街道旁。

最早對於這個空間未來的想像是超現實

的，就臺南過去十年所營造出的文化氛圍來

看，這間屋子不是二手書店、民宿、咖啡屋、

老屋欣力，都不是，或者說都不完全是，工程

在半年前緩緩的起步，按照自己的想法，築夢

的過程也就是在建立新的記憶，急不得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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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這是一個要存放「記憶」的地方。

深藍的屋殼堅持拆掉，因為那藍不好看，

不要超現實，因為記憶都是真實的，風格是累

積形成的，延續舊有的框架就只能在那框架中

思考。老皮拆了後才傻眼，這藍皮裡真的是間

老房子，但只有三道不完整的磚牆和屋頂，那

要算是重建嗎？當然不是，「記憶」經常是附

著在舊的記憶之上繼續的。所以在一面思考一

面施做的過程中，自己也得被推著去反覆推

敲：「記憶」可以如何具象？

從外觀開始，這個築夢的過程緊緊地圍

繞著「記憶」這個主題，也就是把房子視做一

個「人」來思考，無法一眼看透，需要靠感官

介面（在這裡是門窗），才能隱約傳遞內在源

自記憶的訊息，所以這間屋子深黑（其實是深

綠）而且沒有大片開敞的門窗，你必須走進去

才會知道屋子裡的「記憶」是什麼。自己的身

體和記憶躲在裡面很有不被洞悉的安全感。

這是一間書屋，但不是二手書店，也不是

新書店，比較像是典藏庫，收藏數位成大歷史

所教授希望的藏書，這才是自己最早的出發點

之一，我不希望這些書在教師退休後流落舊書

攤枯等下一個主人。重點也並非書本身的珍貴

度，而是在於這些書的集合價值，成為教授們

的學術生涯「記憶」，而這個「記憶」有其脈

絡，本來就有主人，可以追溯到教授的教授，

也就是師承，這是這個書屋最深層的部份。朋

友問這會是一間深夜書屋嗎？反正離文學館不

遠，博物館關門後就可以走過來。當然會是愈

晚可能愈享受呢！

這是一間老屋，但並不特別從坊間買舊物

來重組老派，這裡大部分的收藏、傢俱、雜物

等，本來就是還有生命力的生活用品，是有著

明確的物主，是有著真實故事的物件。原擁有

者的喜好、樂趣與時代觀點，可以揣摩人與物

每日互動的過程與模式，這是一種真實的生活

「記憶」，沒有新舊，也不需要速成。

這會是一間咖啡屋，也有好茶，但並不

以咖啡或茶為業，因為自己認為喝咖啡、茶是

生活的一部份，不粗淺，自選杯子，看書、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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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躲個雨或是艷陽，就一杯的費用，沒有可

翻頁的多風味可選，只有冰、熱，感覺到位最

重要。對了，說到人文，這店入夜後是供酒

的，說的也是，新文青也別被咖啡綁架了，老

文青可未必是這樣創作的，有點酒精發酵作

用，故事會被說的比較長，有時會有更多質性

的深度。

店裡也將會有新鮮果汁，但不自家榨，

而是結合附近市場的老攤子，讓老攤子成為在

地的供應商，書屋與攤是產業鏈的合作關係，

是社區互助的共生結構，而不是冒出新的競爭

者。有點心，但不會是臺南在地的好物，而是

跨出臺南帶回外地好吃的點心回來臺南，這是

自己詮釋「在地」的方式，在地的存在是因為

有「他鄉」。

那「記憶」在這裡會是什麼？寫到這裡也

還沒介紹這屋子裡的空間，老實說這書屋地坪

實在不大，所以只能向天空發展，但是如何發

展呢？我覺得記憶的結構是纏繞繁複的、無規

則層疊交錯的，寄託在時間與空間的樑柱上。

所以這也是這間書屋的內部空間，未來還在想像

中，但可以確知這裡是講故事、聽故事、紀錄故

事、發生故事的地方，所有和「記憶」相關的主

題都是在這裡會發生的活動，將有學術、教育、

藝術等領域的創行者一起來探索這個空間。因為

太過於理想性，所以還有一些不夠具象或是說會

被一問就倒的籌備問題。

我也在等待有熱情認同的人一起參與，希

望是一位優雅的好客的夥伴。左鄰右舍都說這房

子看了好久了，不知是要賣什麼！或許，等到了

可以一起助跑的夥伴，就可以起飛了！

最後，這間書屋名叫『沙鷗』。沙鷗裡有

很多的故事，很多故事書和有故事的書，但你必

須自己探索到那個深度，才會懂得。沙鷗的視

野，也只有親自飛到那個高度，才會看到。我的

志願是對過去的自己的想念，我的夢想則是對未

來想像，可以是活著的方式，成大校刊主編探問

我的夢想，我想，真正該回應的是那個築夢的力

道，我集合自己經驗願意開始滾動，滾久了，夢

就會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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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不可錯過的
三門通識課

採訪撰文 / 曹沛雯
資料提供 / 成大教務處數位課程團隊

通識教育在成大

成大以理工起家，而科學由哲學而生，倘

若科技發展太快令人文思想趕不上，原本帶來

便利與進步的科技便有可能為世界帶來浩劫。

成大通識教育的願景為：「宏通器識，教育全

人」。「宏通器識」，指的是恢宏胸襟，開展

見識；「教育全人」，是經由教育，培養五育

兼備的知識分子。

為了提升人文素養，成大營造了充滿人文

氣息的環境，在古蹟林立的校園裡，成立博物

館，典藏歷史文物、策劃展覽。同時還有藝術

中心，舉辦藝術展演活動。漫遊校園，陳列各

個角落的公共藝術羅織而成了校園藝術網。完

善的軟硬體塑造了優雅的學習環境，在課程學

習上還有通識課程的設計，開設國文、英文以

及哲學、藝術、歷史等相關課程；並在「融合

通識」中，開列超過150種以上的人文類經典

書籍，讓同學憑閱讀積點取得學分；每學期更

舉辦近百場通識認證的演講。並鼓勵學生赴國

外遊學，了解異國文化。也鼓勵學生積極投入

社團，學習服務、與人互動。還有落實「做中

學」的服務學習的課程，深入偏遠地區或社福

機構，落實生命關懷。

當通識教育遇上磨課師

因應數位學習，及教學教材數位化，在

教育部的大力推動下，成大全力開發數位課程

領域。透過數位雲端科技，結合教育無國界的

精神，提供更多元且豐富之學習機會。磨課師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s)為近年國內

外大學興起的大規模線上開放式課程，以5至

10分鐘小單元的分段影片課程，在段落間配合

即時線上討論與回饋，學生可依自己學習的速

度安排學習進度。當通識課程碰上磨課師，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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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出什麼樣的火花呢？假想有一天，若通識

課程全面有系統性磨課師化，想必學生上課的

時間更加自由與彈性，空出來的教室還可做為

其他利用。在種類多元、選擇豐富的通識課

程中，目前成大也規劃了一系列的特色課程

進行磨課師化，「成大最不能錯過的3門通識

課」，由機械系林大惠老師、地科系劉正千老

師及建築系王維潔老師開授「火-能源、環境與

安全」、「全球暖化與極端氣候事件」與「音

樂與建築」等三門課程，以磨課師方式開放數

位學習，讓成大師生及社會大眾得以透過線上

平台、不受時空限制地進行終身學習。

火 - 能源、環境與安全 -- 林大惠老師

你知道「火」如何以各種形式存在於我們

的生活中，以及人類用火的歷史，並如何防範

火災嗎？「水火無情」，但恐懼往往來自不了

解。在能源專家林大惠老師有趣的引導下，讓

大家一步一步來認識火。因為了解，而化解危

險災害的發生。

由於是針對來自各科系的學生，就不能

用過於艱澀的方式授課。為兼顧生活化與趣味

性，林老師帶大家走出教室，到鱔魚意麵攤吃

麵，觀察大火快炒下，火與食物間的關係。並

相約烤肉，在過程中加入了消防演練，讓大家

在趣味中學習。回家作業設計的是自己的摩托

車污染排氣調查。

這門課在通識課程中擁有非常悠久的歷

史，十多年來林大惠老師拿下了三次通識教育

的優良教師獎。但近年林老師也有感在教學上

遇到了瓶頸。漸漸發現課堂上講的笑話，例如

劉文聰的一支番仔火、四小龍郝劭文⋯⋯時代

背景距離這些小朋友們太遙遠。上課的反應與

互動越來越小，代溝越來越大，曾經讓他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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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生不如結束掉這門課的念頭。沒想到今年獲

得磨課師計畫青睞，選為通識課程重點課程之

一，他決定繼續挑戰下去！因應摩課師影片只

有5~8分鐘，不僅課程內容以及長度上要重新

規劃，簡報也得重新設計，笑話也得有新梗才

行。課程內容共分「燃燒科學」、「能源應

用」、「空氣污染」、「防火消防」等四大面

向，從歷史與科學的角度暢談有趣的火。

全球暖化與極端氣候事件 -- 劉正千老師

「冰山正在融化，甚至可能塌陷，地球生

病了，而你能為它做點甚麼嗎? 」

劉正千老師在「全球暖化與極端氣候事

件」課程一開始，向每個人提問，希望大家一

起來思考。地球正面臨著空前的危機，環境的

污染、極端氣候的侵襲，不論你來自哪一個科

系，也不論你未來的專業工作是什麼？劉老師

認為「全球暖化與極端氣候事件」是一個大家

都應該關心、需要跨領域融會貫通、而且學習

後的成長與改變是可以真正影響人類社會未來

的課程。

與其說這是一門課程，劉老師表示：「我

比較喜歡說這是一段大家可以一起去探索問

題、尋找答案、省思生命、進而改變生活的過

程。我把我所知道的與同學分享，也鼓勵同學

去消化最新的知識，然後把自己的看法與大家

分享。」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和對環境造成的

衝擊，原本就是具有相當爭論性的題目。我們

從了解地球運作和各種氣候現象背後的機制開

始，去探討全球暖化與人類活動的關係；再從

「該不該使用核電」這一個爭議性的問題？去

釐清人類在使用資源與能源的心態；最後從整

理評估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去確立問題的核

心以及我們需要做出的改變。

開授「全球暖化與極端氣候事件」這門課

程的這幾年當中，劉老師相信有許多人對生活

的態度和觀念因此而有所改變，至少他自己是

如此。劉老師說：「這門課程也讓我認識許多

好學生、好朋友，我珍惜並享受每一次上課的

機會，盼望每一位來上課的同學。也都能在這

門課程裡，享受學習、成長改變。」

音樂與建築 -- 王維潔老師

多半的人會認為大學不就是來找個謀生

技能嘛，但王維潔老師認為大學不應該只是這

樣！最重要的是發掘人生的價值和意義，簡而

言之，在大學這四年或六年的時間裡，可以找

到這一生最想做的事，或許是找到未來事業的

合作夥伴，或甚至找到未來人生的伴侶⋯⋯這

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若說只是來尋找一個謀

生技能，拜師求藝還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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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身為一個學過音樂的建築系老師來

說，王老師認為通識教育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目

的，就是要找到人類的尊嚴與價值。尤其是人

類過往的光榮、精神和價值。所以就把自己所

學習的音樂與建築結合成一門課，來教導大家

怎麼認識人類過去的光榮。透過這門課可以學

習到歷史、藝術與品味。為什麼要選音樂和建

築呢？其實，建築簡單來說就是人類實質環

境，從一個都市、鄰里到建築物到建築物室

內；但是音樂呢，基本上是人類的感情，不管

悲傷、喜悅和希望。也就是說建築是所謂的硬

體，那音樂是人類的軟體，建築加音樂就合成

了一個完整的人類環境。所以用音樂和建築可

以讓大家透過歷史的脈絡去學習，比如古典希

臘開始一直到19世紀末，每一個時段精彩的文

化內容透過文化的展現，發揚了人類的價值與

人本的思想。

這門課每次講的都不一樣。老師蒐集的幻

燈片有18萬張，總得要想辦法讓他們輪流出來

登場。談到蒐集的黑膠、CD數以千計，輪流換

聽不同的音樂，自己才不會無聊。每年換新的

課程內容，看到新的學生，老師自己都會想像

這是一門新開始的課，所以自己也會很興奮。

過去曾在奧柏林音樂學院，受到古代音樂

研究訓練的王維潔老師，研究一直朔及到古典

希臘公元前6世紀的音樂，古代音樂在公元6世

紀一直到羅馬到中世紀到文藝復興

那麼漫長過程，其實內容是非常豐

富的。當有人說巴哈是音樂之父，

是一個非常可笑的笑話，因為在巴

哈之前的一兩千年就有很精彩的音

樂了。考究音樂非常有趣，它可以

再現古代的環境，比如說，古希臘的神殿已經

毀壞了，光線照了進來，我們再也感受不到古

代希臘神殿那麼陰森可怕的一面。可是當把古

希臘音樂放出來時候，會讓人嚇到從椅子上掉

下來。我們才知道原來神殿是那麼陰森可怕的

環境，絕對不是現在那樣潔白光輝。

相信不少人認為通識課是營養學分，但這

門課每年當的學生還真不少。雖然考試是open 

book，但因為同學都習慣於作筆記，而忽略了

思考。這門課是需要思考的，人本精神就是要

有獨立思考判斷能力，所以這門課希望同學都

能夠學到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去推翻坊間既

定的說法及看法。能擁有這樣的態度，甚至去

質疑老師教的東西，然後靠自己去了解或探索

知識的本源，這才是大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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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樹共生工作坊 守護老榕
走過更多一百年 

建築系碩士班 / 許桓輔

 當你決定未來志向的考試時、當你感受

舒適更勝冷氣的夏日午後時、當你和親人在柔

軟草皮野餐時、當你按下快門拍起畢業紀念照

時，提到榕園想必大家腦中多少都會浮現類似

的影像，榕園不只是校園景觀的一部分，從日

治時期傳說日本裕仁皇太子在此種下第一棵榕

樹開始，在人們心中不斷累積，直到今天來到

這散步、打球、踏青、舉辦各種市集迎新活

動，它更是乘載屬於成功大學認同感的場所，

一想到成大，對話中總是少不了那片榕園。記

得去年因為入學考試而第一次進入榕園，曾經

在電視看過的大榕樹像是棟大房子矗立在草地

中，大家像是早就知道榕園是個休閒空間般在

這裡看書睡午覺，而我也好似被氣氛感染也拿

出書來閱讀，樹下的綠蔭在那，勝過所有我經

歷過的空間，「也許我們需要的只是一棵能讓

人接近的大樹而不需要華麗的建築」我心中感

嘆著，直到去年夏天的颱風吹斷了其中某棵榕

樹後，我們像是懼怕古老的樹靈對人類無情的

憤怒，敬樹而遠之，甚至為了保護樹幹倒塌豎

立金屬圍欄和金屬支架，那棵榕樹和人的親密

關係被隔離，而共同的記憶也被框在金屬圍籬

內。在今年夏天在吳光庭指導教授的推薦下，

藉由參加了藝術中心舉辦的榕樹照顧計畫工作

坊，提供給我以一個學生的角度嘗試再次創造

榕樹與人的記憶，修補這被天災撕裂的關係。

差異中尋求共識：不同專業的腦力激盪

這次的工作坊吸引了不同專業領域的同學

參與，不單只有成大的學生，也有來自全台各

地對藝術、設計、公共裝置感興趣的同學，同

學中有的學習建築專業，有的學習金工藝術，

有的學習表演藝術，也有的剛入取設計相關的

研究所，大家都想趁著兩個月的暑假，以自己

所學加上不同領域的同學討論，幫助這棵榕樹

再生，讓它再次獲得人們的喜愛。組織這次活

動的藝術家本身就有統合不同領域的經驗，他

是豪華朗機工（LuxuryLogico ）的陳志建，豪

華朗機工由四位八零年左右出生的新銳藝術家

陳志建、林昆穎、張耿豪及張耿華，因「混種

概念」而成軍，他們取材於自然環境，憑著狂想

討論奇觀社會中的人性思維，將極度的科技整合

極度的人文，利用「音樂、視覺、裝置、文本」

共陳手法，使面向千變萬化，作品跨界戲劇、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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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自我介紹和為什麼想參加工作坊，讓每一個參加的同學能更
快的認識彼此

介紹即將帶領我們完成工作坊的豪華朗機工 (LuxuryLogico ) —陳
志建藝術家

影、舞蹈、建築、流行音樂、經濟行為，正因為

作品融合多元的視角，我覺得非常適合帶領我們

一起完成大家心目中的作品。工作坊一開始陳志

建藝術家介紹他們在法國駐村的經驗，過程中他

們並沒有主導及規定每個不同專業的藝術家，而

是讓每個人都可以發揮，再以豪華朗機工擅長的

整合，讓整個法國小村落充滿藝術與活力，也許

這正是陳志建藝術家要傳達給我們的訊息，他希

望在這個工作坊每個專業的同學都有發揮能力的

機會，大家也必須學習從差異中尋找共生，才能

做出和這棵榕樹共生的裝置藝術，照顧每一個希

望榕園更好的心。

從各種視角看共生：老師講座

在這五天的工作坊中，藝術中心安排了各

種主題的講座，希望同學們可以從講座中獲取

靈感，這些講座包含各個面向的主題，不單從

藝術切入，同時也從生態、數位構成、裝置藝

術、都市歷史涵構和文學的角度來討論這棵受

傷的榕樹應該在校園中扮演什麽樣的角色，我

們的設計又該如何跟榕樹共生，演講的老師與

藝術家們也藉由不斷提出各種議題激發討論，

增添同學對於榕園這樣的空間認知，希望藉由

講座引領同學在設計中體現榕樹和環境的真實

問題，如臺南的都市紋理或是榕樹的生物特性

等。第一場講座邀請到熱帶植物所—黃浩仁教

授，講授關於榕樹的生態與榕樹的生物特性，

黃教授從生物學的角度為我們介紹榕樹的特質

以及它在生態中扮演的角色，課程中最讓我印

象深刻的部分是教授告訴我們這棵受傷的榕樹

並非即將壞死，它目前只是因為天災的關係提

早面對生命週期中更新再生的部分而已，而它

即將衰亡的狀態只是人們以主觀的角度定義，

其實榕樹會再生，會不斷的汰舊換新，讓新的

枝葉能夠在既有的樹根上發展壯大，就像我們

對榕園的記憶一樣，因為時間的累進，在過去

的基礎上更加豐富多元，在嶄新的世代繼續不

斷的存在著。講座結束後黃教授也帶著同學一

起去看我們設計基地上的那棵榕樹，同學除了

聽黃教授在旁講述屬於這棵榕樹的故事，同時

也藉機會開始發想設計的可能，大家拿起筆記

本、相機試圖勾勒出心中最好的設計，建構與

榕樹共生的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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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場講座邀請到建築系的柳川肯教授，

講述關於數位構型的現今發展與實例，柳川老

師簡述自己在數位構型方面的研究，同時介紹

如何以數位的方法創造出具有設計或是空間價

值的物件，如以CNC和真空成型配合電腦繪圖

設計出一張符合空間意象的桌子，或是以數位

工具創造模組化的燈具，柳川老師提出除了基

地自然環境外，數位設計介入的可能性，同時

柳川老師也連同陳建志藝術家一起帶領我們活

動過程中的設計發想與討論，以建築空間專業

的角度協助我們完成作品。在一系列的講座中

穿插了陳建志藝術家分享豪華朗機工團隊的裝

置藝術作品，他們的作品並不像傳統的裝置藝

術單純的生產造型，而是以行動、表演或是

事件的方式來表達美感，如照顧計畫其中一

項——「天氣好不好我們都要飛」是透過一隻

手工模型鳥，經由電腦3D影像程式運算後，

製成 37,200 張編號空白鳥圖紙，讓在學的小朋

友塗色，最後藉由將圖畫收集、製作動畫，從

而開啟了一段孩童間的繪圖飛翔旅程，這樣的

藝術形態表達已經超脫了傳統對於型態美的刻

板印象，藉由集體參與的方式讓藝術這件事不

在只是美術館的事，而是大家都能參加的美學

聚會。陳藝術家不斷的鼓勵我們朝這個方向思

考，他也希望我們的設計也可以有某種程度讓

民眾參與的性質。第三場講座邀請到建築系的

吳秉聲教授，吳教授的專長是關於建築與城市

的歷史理論與修復，這場講座的主題是「新與

舊之間：老屋再生」，老師簡述臺南從荷蘭

時代到現在的城市發展史，臺南如何從一個

殖民據點發展成為現今充滿歷史風情的城市，

同時也舉出國外歷史建築保存的實例，藉由建

築的案例，吳教授希望放大我們切入榕園空間

的視角，不單只看基地上的榕樹本身，或許從

臺南的城市紋理、歷史來觀察它，我們的作品

能夠回應府城悠久的歷史。第四場講座邀請到

安平海關亮點計畫的主導人林煜堯藝術總監，

對他們來說安平海關是他們介入即將沒落的老

聚落之據點，林煜堯藝術家也提到安平海關空

間不大甚至可以說很小，很多來到海關的民眾

會疑惑海關既然是古蹟，為什麼看不見任何古

文物的展示呢？可能也會認為海關為何不善用

日式建築的優勢發展輕食咖啡茶點，一定可以

吸引更多追逐老房子人潮，但海關人員們不落

俗套，打破既有窠臼印象去經營，對每各角落

的態度多出於「care」的概念—他們關愛屬於

勾勒出心中最好的設計， 建構與榕樹共生的新故事

黃浩仁教授和同學們講述這棵受傷榕樹的生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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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棟建築特有的歷史軌跡，因此選擇保留建物

最純粹的樣貌；疼愛與建築相互共生的居民，

所以我們透過新時代的藝術裝置將美的氛圍縈

繞街區，帶走的不只是古蹟歷史痕跡，更在心

中留下藝術不單只是存在美術館，博物館或是

藝廊等室內空間，藝術無所不在，只要心中有

美，處處都可是藝術。最後一場講座邀請到藝

術中心主任，以文學的角度來看榕樹，講座中

分享了文人如何使用優美的詞語，紀錄代代相

傳的記憶如何被堅韌的榕樹守護，勾勒出榕樹

在雜亂的社會帶來幽靜，主任開拓了我們對榕

樹更多詩意的想像。經過這幾場講座，大家多

少都從藝術家或是老師們身上獲取很多切入設

計的觀點，例如有些同學希望關注設計的參與

性，有些同學希望回應榕樹再生的狀態，無形

中這些講座為我們的想法聚焦，也為我們的設

計灌注更多知識養份。

討論與製作：與榕樹共生的設計

這次榕樹共生工作坊最主要的目標，就是

希望大家對於榕樹提出裝置藝術的設計想法，

為了讓大家能夠更快的做出完整的設計，在活

動開始的第一天藝術中心就已經幫參加的同學

分為六組，每一組都可以拿到一個榕樹的模型

和完整的數位資料，以小組為單位討論、製

作、完成裝置藝術的設計。剛開始討論的過程

不是很順利，由於大部份的同學都是第一次見

面，並不太知道其他同學切入設計的角度和擅

長的技能，同學們為了能簡單快速的向各自組

員表現自己的想法，使用身旁現有的工具將想

法畫在筆記本上，或是以簡短的文字將想法寫

在紙上，成為認識彼此最快最直接的方法，從

大家的手稿中可以看出同學是用什麼樣的角度

看待這棵受傷的榕樹，也可以看出每個人思考

方法和擅長的技法，因為大家都愛好藝術與設

計，很快的來自不同背景的大家就因為設計而

成為各自最好的夥伴。

討論的過程除了畫設計草圖，藉由藝術

中心提供給每一組1/50比例的榕樹模型，使得

大家能夠以簡單的草模型表達設計與榕樹的關

係，由於活動現場能使用的資源並不多，使得同

學不得不用現有的物品想盡各種奇特方法來作模

型呈現設計，如此方法完成的草模型雖然看起

來粗糙不細緻，反而表現出每位同學的巧思與創

意，如使用在榕樹旁撿到的樹枝直接拿來製作超

自然的草模型，或是用廢紙來創造出柔軟而堅韌

各種主題的講座，引領同學在設計中體現榕樹和環境的真實問題

簡單的草圖看出同學是用什麼角度看待這棵受傷的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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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牆面，甚至使用棉線來表達光線的走向，大家

跳脫了平常慣用的材料—金屬、紙板、塑膠，也

跳脫本來既有設計思路的框架，使得每組呈現的

想法既特別又不失設計美感。

座的老師和藝術家們也盡他們所能協助我們，

點出我們沒有看出的盲點，也在每天舉辦迷你

版的評圖，讓每個同學都能夠知道各組正在進

行的設計。

 設計過程中，除了繪圖與模型的製作，另一樣

相當重要的是想法和分工統合，每一個人的概

念和想法都不盡相同，專長也都不盡相同，如

何在有限的時間和資源彙整組上每一個人的想

法和人力完成作品，成為每一組需要克服的難

題，如我這組希望以設計的方式，讓來榕園的

人可以藉由貼近這棵受傷的榕樹，發現其實這

棵榕樹還是不斷的長出新枝，來表達榕樹生生

不息的概念，為了表現這樣的想法，我們小組

必須要達到想法上的共識，同時也必須藉著每

個人的專長在製作模型和繪圖上分工，直到最

後也必須彙整大家完成的工作和表達概念的語

詞，在發表作品時讓每個人都能知道我們在做

什麼。對我們來說除了時間短暫外，每個想法

上的差異如何找到共通點都是難題，藉由不斷

的切磋討論，儘管大家都有自己的堅持，憑藉

著大家的努力，最後還是作出具有一定完整度

的作品，相信其他組別的同學也是和我們經歷、

克服一樣的難題，才讓這次工作坊各組的作品

概念既豐富又精采。除了各組的討論，到場講

成果發表

      經過工作坊前四天的腦力激盪，各組的同

學大致都有想法上的共識，剩下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將想法用漂亮的圖面和精緻的模型呈現出

來， 同學們因為不同的專業背景，也使各組使

用多元的方法呈現設計，例如有一組的同學想

要使用光線讓榕樹在晚上也能被注意到，他們

最後使用雷射筆和鏡子做簡單的實驗模型，再

以電腦模擬設榕樹和設計完整呈現的狀態，也

有另一組的同學想要讓來榕園的人們可以聽見

榕樹的聲音，為了實驗聲音的設計，他們使用

大量的水管和漏斗組成各式各樣的傳聲管，除

了表現真實設計的尺度，每支傳聲都是可以如

實使用，也讓他們的設計增添了互動性，也有

其他組的同學想到以務實的空間規劃，讓來這

棵榕樹休息的人們可以獲得良好的體驗，同學

們都竭盡所能將自己的能力展現在設計中。

    在最後設計呈現的階段，我們這組在設計開

始已經初步獲得想法上的共識，希望表達榕樹

不斷重生的事實，但讓我們最頭痛的問題是如

在榕樹旁撿到的樹枝直接拿來製作超自然的草模型反而呈現設計最
真實的一面

每天的討論和迷你評圖不斷挑戰每一組同學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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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最簡單最不會傷害榕樹的方式置入設計，

同時又能有效的表現我們的想法。我們從讓人

能夠登高看到榕樹新枝的簡單土丘，到最後發

展出可以讓人們在上面休息的金屬裝置，我們

不斷的思考討論更好的想法，也不斷推翻質疑

想出來的設計方案，最後我們的設計的裝置是

一個可以讓民眾休息的平台，裝置整體向榕樹

       工作坊五天下來，每一組的設計都能看出

大家設計上的巧思，最後的評圖也十分順利，

每組的設計都能看出大家努力想幫助這棵受傷

的榕樹，在榕園重新找到屬於它特有的空間體

驗，而最後呈現出來的不單只是同學們自己的

設計，同時也有許多在工作坊期間講座和組員

討論下產生的想法，被同學實踐在設計裡，雖

然我們的設計不一定會被建造出來，但我們對

榕樹的關懷與巧思會和這棵榕樹一同被留存下

來。感謝這五天工作坊，雖然時間非常短暫，

但榕樹的裝置設計讓我們更了解人造物應該要

如何介入自然環境，也和來自各地的大家為了

相同理念而聚在一起交流，在榕園留下屬於和

榕樹共生的回憶。

主幹微微傾斜，當人們試圖登上我們的平台，

視線和身體不自覺被抬升，讓在平台休息的人

能夠發現榕樹的新枝，體認到其實榕樹並未死

亡而是正在重生，組員們也希望裝置能夠讓學

校的師生用雙手搭建，所以我們的設計全部以

模組（15X30cm）的透氣磚為基本單位設計平台，

過程中組員認真的思考解決設計可能面對的難

題和批判，希望在最後的發表評圖表現最好的

設計狀態。最後呈現的設計可能看起來有些不

真實，很多沒有被解決討論的問題，就像如何

讓人到我們的裝置上活動？怎樣讓人參與我們

裝置的建造？都是我們沒有想到的範圍，不過

在聽完老師們的建議和比較現在台灣各處進行

的裝置藝術設計，除了對設計執行的層面更了

解外，老師們的建議講評也幫助我們看到過去

忽略的設計面向，這對我們都是一次寶貴的學

習經驗。

童趣的聲音裝置讓老師們也樂在其中

我自己這組的設計圖

我和組員們解說我們的設計

工作坊的最後和榕樹合影後完美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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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uson帝澳森—

追風的傻子
成大航太系 / 陳宥任博士

夏育群教授

與成大結緣：

回想2008年∼2009年於陸軍樂隊服役期

間，一通意外的來電，成為了我改變命運的起

點！電話那頭的碩士班同學：要不要一起報考

國立成功大學博士班？此時的我，心中浮現了

許多對自己的質疑，另一方面還在服役中的

我，在時間的安排上並非我能隨興決定；但為

了完成自己在大學聯考和碩士班報考時期曾經

失去的夢想，還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寄出面

試資料；而當你決定要做某件事的時候，所有

人都會推你一把！考試當月碰巧遇上營區留

守，我便可排休回來臺南參加博士班面試；經

過漫長的放榜等待，終於如願以償的考上國立

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博士班，師承蕭飛

賓講座教授的門下，開啟了風力發電研究這條

追風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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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uson 能源翻轉：

近年來全球再生環保意識抬頭，但在初

期，台灣的再生能源卻不被看好，只淪為口號

卻沒有實際作為，但我們希望可以替下一代創

造開心且幸福的無核環境，因此蕭教授所帶領

的風能團隊於2005年開始著手研發創作，2009

年完成技術轉移且協助廠商開設公司，研發成

果對團隊而言是個重要的里程碑。但在2014年

初，蕭教授與世長辭，所有的研究跟計劃都因

這個令人難過的突發狀況而有所變動，為了延

續風能團隊的精神，並感念蕭教授獨特的帶領

之下，讓我發揮所長，挖掘自我深層的潛力；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秉持著「創意無限大」

的精神，在創造夢想的同時，我也要一併做出

並實現夢想；因此在團隊累積近十年研發能量

的同時，我決定帶領學弟們走出實驗室，將我

在成大所學的風力發電與太陽能相關知識，並

結合在大學社團時期所經歷的幕前與幕後技能

經驗，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讓彼此在供與

需之間了解問題所在，以及再生能源實際可以

應用的層面。儘管初期的推廣，比做研究來的

困難，尤其是面對學術界大老對小型風力發電

的不看好，但團隊夥伴們仍咬緊牙根，努力地

創造與堅持Diauson翻轉能源之發想。

現在回想起來，從創作初期時的單打獨

鬥、求助無門，一直到近兩年的密集參與競

賽、展覽活動、網路推廣分享，我們漸漸地受

到各界先進與業界廠商的認同，這些都是近兩

年來在推廣的道路上，跌跌撞撞而換來的辛苦

結晶。尤其推廣教育上，特別感謝科技部舉

辦了「創新創業激勵計畫（FITI）」，在一開

始推廣時提供了競賽獎金，間接用力的推了

Diauson能源教育一把；當然也要感謝一路上曾

經不看好我們的學者、業師、廠商⋯⋯等，鞭

策我們更要努力實行計畫，讓團隊有機會證明

夢想不只是空想而已，激勵團隊夥伴碰撞出更

創新且更優質的商業模式及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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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攜式風機發想：

歷經幾年下來的風機架設，我們發現要使

小風機普及化，「安裝簡便」絕對是個關鍵，

由於傳統風機在安裝上，必須透過專業人士和

重型機具的協助，形成高價昂貴的費用，導致

無法普及至一般民眾的生活裡；因此風機的建

設永遠只會停留在政府標案跟工程案，無法讓

廣大的消費者可以直接面對面接觸，然而再生

能源的使用，一直讓人詬病的是，它無法很穩

定的發電及所轉換的效率十分有限，造成普及

化的難度增高。所以近年在再生能源抬頭以及

政府提倡「在地發電、在地使用」微電網之

下，本團隊設想從風能出發，結合微電網給予

使用者自給自足的發電量，讓使用者能夠自行

架設及利用；可惜的是，本國國人對於再生能

源的涉入不夠，以至於對再生能源興致缺缺，

因此本團隊將此視野投放到用電不方便之地

區，以「解決用電」為誘因導入，不僅能解決

他們用電需求，還能提高綠色能源比率，並且

教育宣導「再生能源是降低煤炭與核能發電之

使用與汙染，而不是取代現在發電模式！」。

藉此破除想以綠色能源完全取代目前用電體系

的疑慮。

針對安裝架設上的不便利性，提出可以

讓一般消費者帶著走的概念，利用團隊專有技

術—『可攜帶式摺疊風機』，為了方便攜帶，

必須解決能源組件笨重以及組裝配件瑣碎等問

題；本團隊的攜帶式摺疊風機在設計上做了些

微改變，葉片採傘架結構設計，使葉片能夠因

摺疊使體積縮小化，而且葉片之組裝，只要簡

單幾個動作便可完成；除此之外，葉片扇面材

質以軟性材質裝配，不但能大量減輕每片葉片

旋轉時，所產生之離心力，提高周圍環境的安

全，避免風機失速時，葉片受離心力拉扯之危

險性外，更減輕不少重量，提升移動時之輕便

性，進而提升民眾的使用意願。

初期及安全性測試：

當概念提出時，我們就結合 3 D列印及

Maker動手做的精神，先將摺疊式葉片打樣測

試，而多數人對本團隊之風機之最大存疑為

「摺疊式風機是否可承受強風吹襲？」因此，

傳統風機 - 實際架設

系統系頂樓架設

歸仁航太實驗場架設風光互補路燈 系統系頂樓架設

航太系旁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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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去年(2015) 8月蘇迪勒颱風來襲，本團隊

立即前往嘉義布袋做戶外測驗，如圖所示，風

速計顯示11.6m/s，約六級風的強度下，是可以

承受住的，除此之外，本團隊也時常利用平日

到臺南安平、七股，進行隨機試吹，而測試結

果，如預期的在平日海邊風速下，皆可以充

電，因此就開始進行下一步的優化設計。

產品設計及應用端：

「Light is Life」電在日常生活佔有一定角

色，在城市中一些戶外活動有時也不易找到用

電處，例如一些流動攤販更因流動性無法立即

用電，更遑論世界上仍有絕大區域的人口，他

們的生活是限電，甚至沒電，使民眾無法獲取

該有的生活及教育品質了。在偏遠鄉鎮由於處

在偏遠或後開發地區導致電網無法觸及，用電

更是大不便，這些處境除了台灣，在國外也同

樣存在，結合上述觀點，團隊開始著手設計相

關配件，並以下列六點為主要訴求，來達到一

人即可帶著走，並獨自安裝使用。

攜帶性：葉面收摺後，重量輕、空間小，

提高攜帶方便性。

摺疊性：葉片設計以雨傘骨架為架構，摺

疊方法簡易。

彈性電量：發電機採罐裝設計，依據用電

量時可彈性串接發電機。

安裝性：葉片架設上減少複雜性，可避免

花費過多時間於葉片之安裝上。

軟性扇葉：減輕旋轉所產生之離心力，提

高周圍環境安全。

認養制度：透過認養方式，提供民眾及企

業愛心傳播。

折疊式風機 - 初級測試

產品應用端：

在應用部分，因近年智慧手機人手一支，

加上近期又有精靈寶可夢(Pokemon GO)席捲全

球熱潮，大家第一聯想上就是應用在手機充電

部分，但其實它可應用的範圍其實很廣，以小

電源來說，LED、驅蚊超音波、攝影機等皆可

使用，另外還可提供遠端服務系統，增加其操

作方便性，甚至未來無線充電範圍加大的話，

都是本團隊之可攜式發電機可使其提高相對應

用範圍；此外風機搭配太陽能板，整合成獨立

型攜帶式風光互補式系統，藉由風光互補形式

提升發電穩定性，能夠隨時隨地架設發電，使

戶外性活動可以不受地點限制發電且用電，位

於偏遠地區也能克服地形障礙方便帶入，利用

微電網之概念，對於無法接觸市電的族群，本

團隊希望藉由此系統解決偏遠地區供電之瓶

頸，滿足其用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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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般併網型電網不同的是：本團隊所

發展的是以獨立型態模式，移動性高，亦即將

發電系統所發出之電量存入鋰電池或電瓶，透

過電能管理系統，可套用不同規格之電壓，如

5V、12V、110V，用途較為廣泛，大幅解決用

電之問題。再者透過基金會、網路平台等，藉

由網路無遠弗屆之魅力及民眾之愛心，將獨立

型風光互補式發電系統傳遞至救災、偏遠地區

緊急用電之需求，利用個人及企業認養相關套

件機制，協助偏遠地區民眾建構風機等配套，

讓兩方可以體驗到企業社會責任及本團隊之用

心與服務。

LED照明設備：尤其在落後地區因電網不

普及造成晚上一片漆黑，

LED燈能夠協助照明，增

加晚上之活動量以及活動

上之安全性。

驅蚊超音波：在熱帶地區，不論是城市或鄉

鎮皆有令人頭疼的蚊蟲問題，

增設驅蚊超音波有效驅離蚊

子，且在鄉鎮偏遠區域更有驅

鼠、驅鳥之功效存在。

攝影機：類似於監視器，協助監控周邊環境。

遠端服務：將LED、驅蚊超音波、攝影機

控制按鈕安裝於手機APP中，

可透過手機上的遠端監控，將

操作之方便性大大提升。

競賽成果：

一路上的跌跌撞撞之下，捉襟見肘的經

費並沒有讓本團隊就此萌生退意，反而藉由每

次的提案中藉機推廣理念，在失敗中累積寶貴

經驗，更在每一位國內外專家口中吸收建議與

改善方向，提升團隊間與人的互動能力，並修

正內部的經營模式；尤其是今年戰國策競賽，

在眾多團隊競爭之下，團隊的理念在「社企組

學生組」獲得佳績，終於受到各領域業師的認

同與正向鼓勵；今年仍然有兩項競賽已入圍

決選，正等著我們去挑戰，也期許有一天，

Diauson的翻轉能源教育可以實現。

2016 國立臺南大學第一屆三創競賽 第一名

2016 臺南市政府創新創意競賽 冠軍

2016 東元科技國際創意競賽 佳作

2016 第十一屆戰國策社會企業學生組 第一名

2015 達梭系統(CATIA) ECO-DESIGN Top 1

2015 第六屆IIIC國際創新發明競賽 銀牌獎

2015東元科技國際創意競賽 季軍

2014 東元科技國際創意競賽 創意獎

2014 第十屆戰國策創新創業組 入圍

2014 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FITI) Top 20

夢不難成真，怕的是都不做：

有夢最美、美夢成真，通常是每個人內

心所嚮往期待的，但為了築夢，到底有多少人

願意放棄現有的安逸而去踏上那充滿崎嶇道路

的夢？遙想高中時，在大學指考的唯一衝刺

目標便是成大了！可惜放榜後，卻只能在車站

月台望著成大操場嘆氣，獨自收拾失落的心情

搭車北上，遠赴基隆國立海洋大學就讀，但也

因為北上唸書，就像脫韁的野馬一樣，系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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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樂團全都尬上一角，尤其是大二那年，

因對音響架設有興趣，更是透過報名與徵選進

入海大工程組，此組織除了幫每個社團架設幕

後的燈光音響外，在學校有重大活動時，就必

須支援；除此之外，我還擔任社團負責人，協

助該社團運作，想當然每天的生活重心絕對不

會在課業上，課能翹就翹、作業能抄就抄，學

業上幾乎呈現放棄狀態；這樣本末倒置的狀況

下，大二上學期面臨人生求學路上最慘的二一

及大二下學期還差點被退學的慘痛代價，而一

旦退學，就必須面臨兵役問題，因此在經歷過

慘不忍睹的學業窘境，那時候的我，不斷地自

我檢討及反省，指出自己的缺失在哪裡，努力

把它改進，並經歷一年的測試之後，在大三這

一年，我獲得獎學金，畢業時更榮獲為績優社

團負責人，這對我而言是一種無法比擬的鼓舞

外，更是讓我從谷底再度爬起來的動力。上天

給每個人的時間是一樣的，如何自我安排、規

劃及最後的執行，這是非常重要的！千萬不要

讓自己淪為只會喊口號，卻沒有實際作為的

人。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但今天不做的我，

明日必定會後悔，因此大二那一年，課業上的

缺頁，更是花了很多時間來補齊那段時期的不

足，也因此多繞了好幾年回到成大校園。假如

你問我會不會後悔，我會說：「還好有當時的

那些低潮、挫折及旁人的冷眼對待，促使我在

接下來的路上，不會因遇到困境、失敗而被打

擊或萌生退意，反而越挫越勇！」；有了之前

的轉念，在博士班的最後三年，同學們都在追

求期刊點數跟篇數的同時，我有感於再生能源

的發展不易，因此開始埋頭苦幹，有策略性地

往可攜帶式能源這領域在做推廣，並開始著手

設計及開發可攜帶式發電系統，未來更要進行

翻轉能源的教育，讓每位想接觸及感受再生能

源魅力的使用者，都可以盡情的體驗，發揮創

客（Maker）精神。希望在翻轉能源之外，還可

以翻轉我們現有的教育環境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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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SY 

一本關於心理學

的獨立刊物
心理系 105 / 楊翔竣

說到 INPSY的源起，來自幾個對雜誌熱愛朋友，

平時喜歡收集一些紙本刊物，並且樂於觀察雜

誌的設計、主題、編排，於是漸漸也想自己做

一本刊物，同時有著推廣心理學的熱血。在尚

且不懂「如果想害一個人，就叫他去做雜誌吧」

這句話的情況下，於 2013年 10月份成立團隊，

開始這段故事。

　　當初的想法很簡單，我們希望它是一本精

緻、有溫度，而且讓人想保留的一本雜誌，除

了有好的視覺、適當的尺寸、厚度、紙質，重

要的內容是什麼？它到底要傳遞的是什麼？

　　於是我們開始思考它的內容與理念，品牌

的概念也漸漸出來。我們團隊的夥伴，雖然一

開始都是心理系背景，但有人善於設計排版、

有人善於書寫、也有人在行銷展現天份，而共

同的是：常常喜歡聊著夢想、聊著可以做什麼

改變，也不時丟出一些瘋狂的點子，而 INPSY

的這個名字，也是在某次茶餘飯後閒談時，突

然想到的。

　　INPSY取自心理學的縮寫 PSY，還取 inside

和 insight的意思，期許由心理學的視角去關心

周圍的人地事物，同時也要回到內省本身，與

自己對話。草創之初的情感連結十分強烈，也

充滿著新鮮，雖然每人可能身兼多職，但都抱

持著對成果的期待而堅持下去。每當拿到剛印

製出來的最新一期，熱騰騰地捧在手中時都讓

人感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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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有一個心理學的科普媒體，我們

來做吧！

　　原本單純抱持自己做雜誌的想法，但開始

投身於此後，接著需要思考的事情越來越多，

包括資源和資金如何取得、團隊的管理、人才

招募與去留、如何拓展客群與銷量⋯⋯但最主

要的還是「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為何

而做」？

　　主修心理學的我們發現，部分主流媒體過

於濫用心理學的一些名詞，甚至造成誤解和對

立，也感受到學界和大眾之間有偌大的差距，

而且主流通路上沒有一本在探討心理學的科普

雜誌，但在暢銷排行榜上，反而有許多心靈勵

志類的書籍，並且常以 XX心理學為名目。我

們觀察到大眾普遍對於心理學的興趣和誤解，

為了避免心理人繼續被「你知道我在想什麼

嗎？」這句話給惹怒，想打破一些對心理系的

刻板印象。心理學可以，也應該更廣為大眾所

認識，進而應用在平常的思考、觀察之中。

　　於是做刊物也是一種發聲，希望讓更多人

知道心理學是什麼、改變一些看事情的角度。

國內有幾個成功的社群如哲學雞蛋糕、巷口社

會學、芭樂人類學、菜市場政治學等等，透過

這些由各領域專家發起的平台，使的和人們相

關的專業知識能走入生活，並對社會議題和時

事作出回應，以及提出專業的觀點，消弭資訊

不對等所造成的對立，而我們也認為心理學可

以做到，於是就來做吧！

到底給誰看？

做刊物和行銷很像，必須將內容作消化、

整理，並將其以新的面目呈現給對的客群，所以

必須清楚自己的對象，才知道要怎麼調整內容。

雖然最初是希望將目標設在「對心理學

有興趣的大眾」，但實際上內容卻是朝著「心

理相關系所學生」的對象去寫，造成某些主題

案專欄較晦澀難懂，還有一些專有名詞是大眾

難以理解，但是心理相關系所學生所習以為常

的。所以到後來「科」和「普」之間的拿捏，

是我們每次選擇主題和撰寫內容的考量點，在

最後也會針對任何提到的專有名詞作註釋或是

換句話說，先求平易近人再讓其生動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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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專欄的規劃，除了有提供新知、主題

介紹、專家觀點、經驗分享、議題探討之外，

還有和生活結合的專欄，比如討論潛藏於書籍

與電影當中的心理學。每個專欄都設計了不同

的目的與對象，內容深淺度也不同。其中以「思

路」這個專欄為例，我們關注報導心理系學生、

心理人在做哪些特別的事，希望讓大眾可以知

道，心理系畢業不只可以當心理師，還可以跟

許多領域結合，比如行銷、服務設計、人資、

科普作家，甚至是樂手、自由旅人。只要跟

「人」有關的事物，就跟心理學有關。

如何選主題？

我們會從讀者平時有興趣的主題、關注

的議題著手，比如之前出過的正向心理學、藝

術治療等熱門的主題，反應都特別好；另外也

做過司法心理學、環境心理學等相對較新的主

題，雖然對讀者來說很陌生，但是我們認為該

主題有介紹給大家的必要性。選主題很考驗編

輯對於題材的敏感度與直覺，我認為這也是作

為厲害編輯的一個條件，能夠對於素材或主題

的發想有sence，INPSY當中就是有這樣的人，於

是平時在雲端就會開個共同編輯平台，一有什

麼點子隨時可以把想法丟上去，待決定下期專

欄主題的發想會時，再將想法做整理與收斂，

挑選的重點放在讀者感興趣的主題或元素，並

評估其可執行性，最後決定專欄的主題。主題

也盡量要符合封面故事，也就是整本主題的調

性不要差太遠，讓每一期都有一個重點。

從紙本出發的小實驗

　　由於我們都毫無編採、設計排版經驗，

而且也沒什麼人脈、資源，只有一份理念，

所以任何事都得嘗試看看才知道怎麼做最好，

對市場的了解也只能靠請教其他前輩、觀察

其他刊物的模式，和詢問周遭朋友的買雜誌

習慣來揣摩。

　　在一連串的琢磨與嘗試後，於 2014年一月

推出了創刊號，專欄也有了雛型，不過之後經

歷了許多調整，比如字型大小、版型、專欄性

質等等終於在第四期之後才有比較固定的版型

和風格。以售價來說，一開始也不敢定太高，

一方面希望降低度者初次購買的門檻，一方面

希望能夠在短期內大幅增加銷量，這樣才有足

夠的資金印製下一期。在觀察後續幾期的銷售

狀況與粉絲、讀者的數量後，才調高了印量和

售價。而在通路方面，從校內的攤位，到郵寄

服務、寄賣點也一步一步建立起來。雖然成長

較緩慢，也沒有一個健全的商業模式，但至少

可以負擔自己的開銷、印製的費用，甚至還有

一些盈餘可以做更多嘗試。

　　做實體刊物有個好處，可以讓我們比較有

機會參加展覽、市集，以及一些交流活動，也

認識了許多編輯和心理人，也發現有不少熱心

的人和團隊已也在做科普推廣，如高雄醫學大

學的蔡宇哲教授和他的哇賽心理學團隊，透過

科普寫作在做線上的平台和社群；而其他團隊

除了透過科普寫作，有些透過插畫、營隊活動、

設計等等的方式，也正努力著讓台灣的心理學

獲得更多重視，期待將來有個平台將各個力量

匯集一起，明顯將心理學用各個層面推入大眾

生活當中，INPSY可以是其中一個社群的匯集

點，聚集對心理學有熱情的學生和青年。

　　曾經我們也走入高中校園，進行了心理學

和科系的介紹，來參加的高中生們利用午休時

間來聽，竟也將近坐滿一個教室，而其中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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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前我們詢問未來想念心理系的同學時，

有不少人舉手，在介紹時我們也十分賣力地將

內容盡量講的生動有趣，但在我們介紹完後，

再問是否有人之後想念心理系時，竟然沒有人

舉手。

　　從這些例子，我們注意到高中生是其中一

個重點推廣對象，也是很有潛力發展的方向，

除了早些讓高中生知道心理學不只是佛洛伊德、

或是公民與道德課本裡的其中一小節，在吸收

和建立觀念上可以比較容易符合大眾口味。

像我自己是個典型的例子：到了心理系，

才了解心理學十分重視研究方法和數據論證，

而且需要學很多統計、很多理論學派，畢業後

可以從事心理師以外的很多職業，應用和重要

性甚至可以影響我們的思考與價值觀。

紙本媒體ｖｓ電子媒體？內容才是王道

　　常常被問到為何我們不選擇用電子書、網

路的平台刊載文章，傳播速度快又可以做到推

廣，但是電子媒體內容常有即時、破碎化的特

性。雖然心理學並非都不適用於短篇，但我們

認為有些內容是經過整理和編排、加上好的視

覺跟設計、印出來可以收藏而且一看再看的。

購買 INPSY的人也能夠因它的價值而願意付出

金錢和時間，去閱讀和吸收裡面的內容。所以

「紙本已死」適用於各大眾媒體上，越來越多

的即時性和淺白內容，更適合在電子平台上閱

讀，而且也符合快速傳播的優點，能夠給大部

分人帶來方便；主流媒體也順應時勢，紙本印

刷的數量漸漸減少、在社群媒體上的經營也越

來越來活躍。因而也越來越多紙本刊物，更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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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某一族群、小眾市場。如今資訊發達，媒

體也講求準確和分眾化經營，因為做媒體也不

能滿足所有的人，所以分眾經營若做得好，資

訊傳達的更有效率。而 INPSY後來也有推出官

網文章、懶人包等等線上的嘗試，也是為了彌

補可能在紙本上做不到的缺點。除了思考對象

是誰，什麼樣的內容適合什麼樣的媒介，也是

我們得到的一個結論。

面臨到的困難

在做雜誌過程中，常常遇到的困難其實仍

然是心理專業的問題，主要因為我們是學生，

在一些知識專業度上和視野還不是那麼足夠，

所以在撰寫內容時，選擇題材或是內容深度掌

握上依然十分吃力，資料來源的正確性也必須

花更多時間確認，所以我們在引用文獻上都十

分小心，專欄完成後也會請熟識的教授幫忙確

認內容，一方面也會自己開讀書會、分享會，

提升學術專業的能力。

另外的困難是「人」，由於我們成員組成

都是學生，除了專業和能力上有限，時間也很

有限，大部分的人待在組織中的時間都不久，

儘管團隊中感情不錯、也會揪團出去玩、一起

成長等，但每個人仍然都有各自的規劃、想嘗

試的東西，所以成員可能在內部訓練、實務經

驗達到某一程度的時候，就離開了。我們期待

成員們有更多元的能力、背景和想法，所以每

一次的招募都是重點，之後團隊也不再侷限於

系內的夥伴，也有社會人士的加入。

對成大的觀察

身為一個成大學生，自然也認識很多在

這裡做特別事情的人，也很多和我們一樣走在

體制外的團隊，展現出他們的活力與創新性，

通常也因為有好的理念，能聚集一些將很棒的

點子並付諸行動。成大的各系部分也有自己的

刊物，有些系所看到INPSY的嘗試之後，也會

想發展一本有關自己系所專業的刊物，並且共

同去思考，究竟什麼樣的內容才適合？如何建

立起學術和大眾的橋樑？每個專業都有其重要

性，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思考與嘗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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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場實體活動

擺攤一直是我們看重的一個線下活動，因

為可以直接面對讀者，跟他們聊聊天、了解他

們，INPSY的攤位也經常有許多人駐足停留，

詢問度特別高，我們除了可以直接與大眾介紹

刊物內容，也可以聊聊心理學，一方面了解讀

者們的興趣是什麼、痛點在哪裡、期待看到什

麼樣的內容和元素，得到的回饋對於擬定題目

是個不錯的參考。而這樣面對面的形式，讓我

們想進行下一個實驗。

在今年出了第九期後，開始了兩場實體

活動的規劃：一場映後座談會，一場沙龍。電

影映後座談，其實已經是想辦很久的活動，那

時好心理疾病汙名化的議題沸沸揚揚，再加上

我們也有足夠的人力，所以就以那陣子某個專

欄的其中一個主題出發，邀請《瘋狂之後》紀

錄片的導演和團隊，與另一位心理師在臺南舉

辦一場公開的活動。因為是第一次舉辦實體活

動，雖然有訂定目標客群，但其實完全不知道

真正會來參與的是誰，定票價也討論了十分

久。但最後驚喜的是，活動過程中，觀眾和

導演、講者有非常多的交流和討論，在事後

也得到很多的回饋。

沙龍是另一個實驗，提供了除了紙本之

外，向大眾和讀者推廣心理學的形式，雖然

只有短短一個下午的演講，我們邀請的鄭中

平老師以一貫有趣的風格，讓參與者獲得心

理測驗的基本知識，破除了對心理測驗的一

些刻板印象。

後續影響力

有人說辦INPSY是一件不簡單的事，的確

這當中遇到了許多困難，但其實它僅僅是一個

念頭間的呈現、一個簡單想法的實踐，最終心

理科普推廣的理想是否成功，其所擁有的意義

與價值，我想需要更長期的觀察才能定論。原

本目標只求能夠如期發行一本令自己覺得賞心

悅目的刊物，後來更希望我們的所作所為能帶

來些許有意義的改變，不論是大家對心理學的

看法、或對一些事件的價值觀判斷，這些都是

讓我們繼續做下去最大的理由和動力。而在這

條路上，我覺得收穫最大的是認識了一群厲害

的夥伴，當踏進未知的領域，之前的準備有多

少、有沒有派上用場不知道，但有了夥伴，困

難什麼的都能一起面對並解決。套用一句我個

人最喜歡的專欄「Do Something」的標語：No 

one can do everying, but everyone can do something.

INPSY就是一群想Do Something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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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叢林到文明：人類身體
的演化和疾病的產生

作伙讀冊

成大心理系副教授 / 龔俊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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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難得的，新近的一本優良科普

書。它的建議(如開始出門運動吧! 不管只是出

去抓寶散步，或是把讓自己慢慢的從慢跑邁向

三鐵) 是妥當且適切的，它的觀點是平實且有

大量且多向支持証據的。尤其難得的是，結合

演化生物學，對人類演化的骨骼作出的解釋，

卻能夠對現代人普遍的疾病有幫助。這算是一

個新奇觀點的貢獻。說到底，科學應該是殊途

同歸的，但不同領域學科的人，對不同領域(筆

者是研究大腦科學的認知神經科學家)的基礎研

究，能夠對現代人類的健康與福祉提供新穎且

實用的觀點，仍是額外的感到振奮。

言歸正傳，這本書是在我去年(2016春)開

設心理系選修課「演化，知覺，與心理」時，

才注意到的一本科普書。一方面由於對甫昇副

教授的我而言，這本書所提到的跑步的眾多好

處，早已對慢跑了二年多，也參加過數次半馬

的我而言，已不是新聞-本人即是活生生的例

証。猶記得在2012年的一次買Merrill 赤足跑鞋

時，便看到特地標榜有哈佛大學研究的支持，

也就是2010年作者Daniel Lieberman 在 Nature 發

表的文章。大意是說在沒有跑鞋前，人類在非

洲草原上跑得非常好! 並且彼時的跑鞋設計+不

當的跑法，反而會增加足部傷害。除激發赤足

鞋在那一陣子的熱銷外，作者也被稱做「赤腳

跑步教授」。後來才知道這位教授終於把他的

系列研究整理成一本科普書(並且隨即有了中譯

本)。其中利用演化的証據支持人類是生來就適

合跑步的物種，讓人耳目一新 (2004 年另一篇 

Nature paper, 名稱就叫 “Born to Run”，剛好跟

歌手 Bruce Springsteen 的一首歌同名。畢竟，大

家都知道，若是比短距離的速度與爆發力，人

跑得絕對不比豹或馬快，但比長距離(如20-40k 

以上)，人往往能夠跑得贏大多數的四腳動物。

曾聽過一些非洲人打獵追了數十公里，把獵物

弄到精疲力盡後，再分食或走數十公里攜回部

落的故事。

從黑猩猩到古人猿，一直到近代的尼安德

塔與克羅馬儂人，我們一般瞭解的是腦腔的變

大(顯示社會化的壓力促進前腦的急促成長)，

但Daniel 這組人重視的是四肢(尤其是下肢，與

骨盆腔的變化)，除了上肢的縮短，兩腿直立

走路的同時，便利於平衡的龐大骨盆腔，除了

方便生育外，更重要的是他能讓我們很容易在

單腳著地時仍然保持平衡。在書中做了一個很

有趣的示範，如果讓猩猩在現在的大馬路上跟

人一起跑的話，黑猩猩的長臂甩手姿態除讓人

聯想到七爺八爺走路外，也讓人思考其身軀骨

架是適合在樹上爬，吊來吊去，而不是在空曠

的路上跑(相對的，人的爬樹同樣的也絕比不

上猩猩就是了)。

裡面提到一個大概不難想到，但不易驗

証的(尤其是保守的基本宗教傾向者)問題：為

何不易看到從黑猩猩與人共同祖先的化石証據

呢? 目前的答案之一是因為，他們的棲息地，

多半是在雨林等容易腐敗的地方，所以原本就

不易留下來。這也點出了，棲息地因應於地球

環境的變化(尤其是從樹或冰輪可看到的地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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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萬年前所經歷的冰河時期，氣溫下降2-3度C

後，所導致的地表乾裂，尤其是東非的雨林逐

漸變成谷地，以前隨手可得的水果逐漸減少，

所挖掘化石的人猿頭骨，也顯示他們開始降低

標準，改吃較硬的球莖，種子與根部(所以大臼

齒皆很發達，下牙床皆很巨大)。也因為食物的

不易取得，古人類必須三三兩兩走很遠的路採

集營養價值普普的食物，甚至要小跑以圍困獵

物以獲得蛋白質，每天走個數至十公里皆是不

在話下，其他因應此種生活型態變化的，是身

體逐漸習慣了小跑及長跑，發展了圍獵手法，

其他的支持証據，包括我們發達的汗腺(方便排

汗以增加長跑能力)，直立的跑姿(減少日曬面

積)，增長的鼻腔(以增加空氣溼潤度)，以及在

跑步時，讓我們身體穩定的發達臀大肌(下次跑

步時，不妨摸摸自己的屁股，就可以感覺它在

跑步時的出力與緊實)，較短的腳趾(增加抓地

力，但卻失去爬樹能力)，頸部的韌帶(保持頭

部平衡)，與前庭半規管(保持大腦穩定)等。使

用工具加工食物等生活方式後，吾人的下牙床

的面積也逐漸縮小(不再需要用牙齒磨食物了)

等，也反映了環境與生活方式的變化，導致人

種的身體的相應變化。等到進入了農耕社會，

人們主要的食物變成米麵，與其他較精緻煮食

的菜與肉，讓我們的智齒變得無用，牙槽退化

與縮小，也因為走動的距離變短(不需要像以前

走那麼多距離以填飽肚子)，我們習慣了幾萬年

的每日走路5-6k，變到短短數十年的時間內，

進入現今高科技生活的久坐不動(沙發馬鈴薯是

也)。身軀開始變得不適應(年輕人如同老人一

樣)，而久坐不動的身體，更是現在科技社會的

工作常態。於是乎，二型糖尿病(併發腎臟與知

覺器官如眼耳等疾病)，高血壓與導生的心血管

疾病，便逐漸隨著科技愈形讓人們黏在電視電

腦電玩前不動的情況下，愈發的昇高了。

逐漸困擾高齡化國家的失智症(阿茲海默

症)，癌症，發展性疾病(如齵齒，過動，尿布

疹，甚至憂鬱與睡眠失調等)，也因為人類醫

療科技的日新月益，讓吾人的平均壽命一直延

長，但高齡的生活品質卻無法與時俱進。這些

症狀，皆可算是「不良演化」的後果—壽命延

長了，卻也讓原本在你六十歲前的致死因素消

失了，於是七八十歲才顯出威力的病症變成了

下一個要攻克的目標。本書作者也對這些全球

共同面對的問題，從演化的角度提供了一些建

議: 如果身體無法適應這短時間的大量社會環

境(包括公衛，醫療，教育，與社服等)的短期

劇烈變化，是否我們應該自己稍微回到過去已

從幾十萬年內適應下的身體條件來著想：多增

加個人運動絕對是一個惠而不費的好事，至於

社會結構的改變(比如說，是否能否在社會住宅

的設計上，結合長照與托育的可能，讓三代同

堂的可能性增加)，可能還不如讓我們大家都先

把握運動的好習慣，讓自己能夠先優雅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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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化，來共同來促使更好未來的可能。

大概的重述該書的內容，接著來談一下對

這本書的感想。第一，中譯書問世於2014，作

者亦無法預料到2016會大受歡迎的寶可夢，促

使許多宅男宅女走出家門在外抓寶一般。所以

若未來的科技可能也會有助於設計我們未來健

康的生活方式—每日要行走一萬步或跑步半小

時以上，讓自己的心肺功能有基礎的維持，絕

對是維護身心靈健康的有效法門之一。所以未

來的國家產業要如何促使這種跨領域科技的發

明，針對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提供創意解法，

絕對是大家未來要共同面對的挑戰。第二，

個人對於Lieberman教授提出人類身體演化的觀

點，可能也與波士頓所在的當地文化有一定的

關聯。猶記得筆者2000年秋初至美東求學時，

對一大早便有人在冰天雪地中練跑，呼出的水

氣在冰雪中格外令人印象深刻且納悶—為何一

定要這麼冷的清晨練跑呢? 後來自己跑多了，

才知道馬拉松界的聖杯—波士頓馬拉松，是在

每年的四月中舉行，所以早點練習的人，只能

在當地二三月冰天雪地先開始了。雖說要能全

馬在3.5小時記錄的人才能報名(刷掉一大半人

了)，倒是讓我們想到這或許解釋了，作者可能

也會想要看能否跑一次Boston Marathon 呢? 個人

覺得自己應該是沒希望了，但絕對會把握再去

Boston的機會好好在當地跑一跑的!

第三點，就是自己與Daniel 教授一家的個

人因緣了。記得剛到美國的第一天，尚未找好

房子，大學同學與同所學長李照陽彼時在Prof. 

Philip Lieberman 的家 housesitting (也就是作者 

Daniel Lieberman 的爸爸)，我因此能獲他協助，

在Lieberman 家的三樓打地鋪數晚(還一直跟同

學炫耀，你知道我睡在誰家嗎? 是大名鼎鼎的 

Philip Lieberman哩! 話說 Philip 最著名的發現(本

書中也有提到)，就是利用尼安德塔v.s.克羅馬

儂人的頭骨內的喉頭結構比較，發現前者的腔

道較短，可發的音明顯較少，因此在語言的可

能性上比不上後者，也因此可能造成在溝通上

的劣勢(因此最後被會更溝通的克羅馬儂人淘汰

掉了?) 這個 Eve spoke 的說法可說是非常的引人

入勝。也因為爸爸喜歡研究頭骨，兒子也克紹

箕裘的繼續研究演化人類學，並更進一步的在

哈佛(爸爸在布朗)任教。仍記在2004年的“Born 

to Run” nature paper 發表時，Philip 逢人就說的

興奮樣。Philip (同樣也是我的博班口委) 在2013

年退休了，但Daniel顯然會繼續發揚光大他們

這一猶太家庭(牙醫師—教授—教授)的光榮傳

統。在寫這些文字時，往日的回憶又回來了，

人真是愈來愈懷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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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經跟成大教官接觸過嗎？」若這樣詢問，大

家通常會想到「辦機車停車證」、「協助兵役問題」、

「找尋遺失物」等軍訓室較為人所知的「功能」，在成

大，教官還要負責哪些五花八門的日常業務？隨著時代

變遷，成大教官在校園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教官與學

生之間的關係又有何轉變？我們採訪到今年十一月退伍

的兩位教官──陳廣明、林志峯，請他們分享這幾年在

學校工作的甘苦談，以及印象深刻的成大點點滴滴，一

起來聽聽教官們的故事吧！

教官探訪新兵  成大學生寫信表達感動

陳廣明教官從民國95年開始在成大服務，擁有近十

年的成大教官經歷，處理過無數學生相關事務，例如負

責承辦97年到104年的預備軍官與士官考選業務，而這

一封成大同學的來信，讓他特別印象深刻。

「非常謝謝兩位教官與校長秘書撥空來中坑探視我

們這一梯的預備士官，當下心裡真的很溫暖，能夠在新

兵訓練的辛苦日子，和教官們聊到幾句話，真的很幸福

⋯⋯」在部隊裡，無論體能訓練、團體生活，對於新兵

來說都是很大的觀念衝擊，很容易感覺格格不入或心情

沮喪。

成大近幾年開始，持續在學校舉辦新兵入營說明

會，教官會向同學們分享親身經驗，希望讓剛要離開校

園羽翼保護的成大學子，能夠提早認識到軍中與大學不

同的文化，並為接下來的當兵生活做好心理準備。

而甫入伍的義務役，必須先前往成功嶺或中坑受

訓，因此每年暑假，教官還會到成功嶺或是中坑探視成

大同學，今年蘇校長也隨行前往成功嶺，帶著臺南小吃

禮盒去探視二十五位剛服役的成大生，「同學們看到熟

悉的人，都非常開心。」陳教官面帶微笑地說。此外，

每位成大役男入伍前，都會拿到教官室所發放的專屬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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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成功登大人」與畢業典禮  迎接、歡送
成大人

從大學新生訓練「成功登大人」到歡送畢

業生的畢業典禮，都可以看見教官籌畫的身影。

開學前的新生訓練「成功登大人」已舉

辦六年，過去學校所辦的迎新，多淪於制式化

的政令宣導，而從「登大人」活動開始，則是

由成大生主導，真正以學生為主體來設計各式

活動，教官則在旁給予建議指導。林志峯教官

有十二年的教官資歷，其中六年在高中、六年

在大專院校，待在成大四年的時間，他曾舉辦

過第三屆的成功登大人，他認為這個活動的命

名寓意很好，「成功」不僅結合了校名，也有

祝福之意；「大人」意味著大學新鮮人、臺語

「登大人」亦代表長大，象徵高中生蛻變為大

學生的新階段。

陳廣明教官則籌辦過100級的畢業典禮，

試圖做出與往年不一樣的創新，當時成大航太

系無人飛機剛好試驗成功，於是教官與畢聯會

同學一起發想，巧妙結合「飛機」意象，以飛

翔來包裝整場畢典。最後，畢典當天，五千多

名畢業生在校長及師長帶領下，一起將紙飛機

射向空中，象徵成大人展翼高飛，畫面十分壯

觀，也令所有參與者畢生難忘。

推廣全民國防教育  處理學生緊急意外事故

國防教育亦為教官在大學內的主要職責之

一，林志峯教官便負責「全民國防教育」的推

行，他在成大開設軍訓課程（修習課程可以折

抵服役役期），讓同學們瞭解當今國際軍事的

趨勢，並宣導交通安全；也曾經邀請前國防部

長、司長來課堂上進行專題演講；特別的是，

全民國防教育的推廣對象不僅限於大學生，教

授、研究生都可以參加，課後甚至會帶學生去

參訪軍隊與各地的軍事措施。 

林教官因為在校內開課，多了不少與學生

接觸的機會，許多成大生會留下教官的手機，若

遇到緊急狀況，甚至直接會打電話向教官求助。

教官最常遇到的學生狀況，不外乎車禍與詐騙，

教官會以自身豐富的經驗協助學生處理這些意外

教官帶著臺南小吃前往營區探視成大役男

介紹 100 級畢業典禮的《聯合報》剪報

急聯絡卡，上面除了有國防部的「1985專線」

等求助管道，也有成大教官室二十四小時專線

（06）2381187。不過教官也提醒，軍中重視倫

理，遭遇任何問題應該先從內部長官循序向上

反映，但教官室不只是提供兵役相關的資訊，

更會一直關心著所有成大役男。

「謝謝成大有你們這群關心我們的教官，

願意雪中送炭，給我們一份炙熱的問候！」成大

生的來信回饋，讓即將退休的陳教官非常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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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林教官也告訴大家，交通事故發生後處

理有三個步驟：「報警、拍照、驗傷」尤其是

不要破壞現場，一定要照相記錄當下情境，才

能避免很多後續肇事責任歸屬的麻煩，以及無

論有沒有明顯外傷，都要到醫院一趟，確認受

傷狀況，教官形容驗傷猶如「尚方寶劍」，這

些證據都可以在車禍糾紛中進一步保護自己。

「沒關係，你有教官！」自願為成大生付出心力

林志峯教官有個逗趣的外號──「喬」輔

組組長，這個稱呼與僑生輔導組無關，而是得

名於他很會「喬」事情、輔導學生，並擅長幫

學生處理車禍和解問題。

通常大學生會因為忙於考試，無暇參與

漫長的和解過程，加上可能對法律條文、車禍

處理程序不熟悉，很容易被對方牽著鼻子走，

隨意答應和解條件，此時教官就扮演很重要的

角色，以維護學生權益為優先考量。林教官曾

經手一個案例，當時成大有位中國交換生騎機

車與汽車相撞，儘管主要過失責任在對方身

上，車主卻不願意以兩千元和解，甚至頻頻揚

言要派律師來。陸生對臺灣的法律一知半解，

對方又堅持不和解，讓學生十分困擾，此時林

教官告訴他：「他們有律師，沒關係，你有教

官！」不但安撫學生情緒，也一路陪伴這位交

換生走過漫長的訴訟時程，並帶著學生去利用

免費的法扶資源，最後總算成功和解，並為受

傷的學生爭取到合理的賠償，「對方的律師，

從頭到尾都沒出現過。」但教官卻一直陪著成

大同學。

成大學生遭逢意外，教官們都是秉持「當

下處理，後續關心」的原則去處理，二十四小

時要輪班在校待命，並得在第一時間趕到學生

身邊陪同與關切。除了常見的車禍，還要分擔

校園的維安責任、破解詐騙集團話術，教官甚

至曾遇過外籍學生懷孕的情境，必須在凌晨趕

去醫院探視，這樣長時間值勤不會很累嗎？

「說辛苦也還好，因為是心甘情願為學生付

出。」林教官說，能幫學生解決問題，或許是

教官工作上最大的成就之一。  

教官退出校園爭議  教官身分的轉變

雖然教官制度淵源於威權統治，但解嚴

後，教官在校內的角色也產生質變，以往宣傳

全民國防教育參觀 205 兵工廠及臺南空軍防砲基地

全民國防教育專題演講   邀請國防部資源規劃司白捷隆副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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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鞏固黨國思想的職責已然消弭，在現

在高中職，教官主要責任在引導學生走向正途；

而大學裡，與學生則更偏向朋友關係，教官會在

旁提供諮商建議而不過度干預。有大學生形容，

教官猶如學生在校內的「保姆」，平常默默守護

學生的安危，而在危急時會馬上出現。

成大目前共有九位教官，並配置三位校

安人員。隨著「教官退出校園」的呼聲越來越

高，教育部也開始研擬教官在高中職、大專

院校退場的機制，目前多校採取以「培養校安

人力」來逐步取代教官的作法。林志峯教官認

為，教官撤出校園是必然的趨勢，只是政府不

應該太倉促實施，而是要採取漸進式的改革手

段，逐漸讓教官手中的業務回歸專業，切不可

貿然執行。

但他也提到，教官因為是軍人身分，能日

夜值班，值勤時間彈性，相較一般行政人員，會

更具備使命感與責任心，且軍服在社會上有高辨

識性，教官的角色是否能短時間內被取代呢？

有些人會問，教官現在在校內的工作會不

會太浪費其軍事專業？同樣的業務是否一定要

由軍人來做？這些議題都值得社會持續討論與

深思。當然，我們絕不能因為過去體制，抹煞

個別教官在校園內的諸多貢獻。

即將退休的教官想對成大生說……   

其實成大這幾年的教官人員變動頻繁，

十一月，成大這兩位中校級教官也即將退休，我

詢問林志峯教官，有沒有想告訴成大學生的話？

「莫忘初衷。」林教官說他遇到的大多數

成大學生都很棒，但過去處理的一起個案讓他

很感慨：成大學生撞到學校臨時約聘職工，致

對方受傷的交通事故，卻不願意賠償對方，甚

至故意仗著自己懂法律而唬弄對方⋯⋯「這應

該只是個案，」林教官嘆了口氣，「但知識應

該是拿來幫助弱勢，而非欺壓弱勢。」他也期

許成大人經過四年的洗禮，可以成為一個正面

積極的人，懂得體諒、而不是欺負別人。

「希望你們畢業時，不要忘記剛進成大時

的想法。」林教官親切地笑著。

全民國防教育參訪屏東空軍 439 聯隊及第一後勤指揮部

全民國防教育參訪屏東空軍 439 聯隊及第一後勤指揮部

全民國防教育專題演講   邀請前國防部長楊念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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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Summer School – 
Floating Island 
臺綜大系統英語暑期學校國際學員
交流暨人工浮島創意發想

成功大學水利所 / 何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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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課程十分令我印象深刻，不同於以往

在學校的一般課程，共有10幾個國家的成員參與

在其中，不僅語言不同，且幾乎所學背景幾乎都

不相同，要在短期內將各專業結合在一大主題的

計畫上，光是彼此的溝通就是一大挑戰。

課程主要分為室內的講座、室外課程和參訪

三個部分，而室內的講座中包含了建築、都計、

水利、水質等各面向的課程，提供了基本概念的

同時也讓學員能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漂浮島的議

題，而室外的課程則提供給學員手做漂浮島的機

會，藉由簡單且環保天然的材料，不用太長的時

間，就能製造出兼具提供生物棲地和美觀功能的

人工漂浮島，而且如果藉由適當植生的種植還能

有淨化水質的功效，當天在特生中心的協助和眾

人的配合之下，僅僅一個上午8座漂浮島都已經

完工了，雖然身心俱疲，而且沒吃早餐，但看到

成果後頓時覺得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而參訪的部分則去了布袋，看了幾個水利設

施和工程，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把村落周圍

的道路加高當作堤防並搭配抽水機以防洪的這個

做法，這是之前沒有看過的，台灣南部沿海的村

落其實很多都因為地層下陷和海水倒灌的影響，

一到颱風天就面臨著淹水的議題，很多村落甚至

因此沒落消失，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是我們學水

利工程的人應該去思考的，這次除了村落圍堤之

外也看了其他幾個不同的方法和對這個區域的

治理規劃，期望在未來這些村落的問題能有被

解決的一天，重現以往的繁華盛況。

課程的最後三天則是留給了我們各小組去

完成專題，我們這組想要藉由訪談的方式來分

析現有的漂浮島，而我們訪談的群眾主要分為

三個部分，一般民眾、暴露在漂浮島資訊下的

成大學生和這次課程中的幾位老師，希望能夠

了解當地居民對其的觀感和專業人士的看法。

而從訪談中我們發現了民眾對於漂浮島的認知

度其實並不高，其實在學校的網頁就有漂浮島

的相關資訊，可是在20位我們訪談的成大學生

中只有一位聽過漂浮島，而在每天都會經過漂

浮島對岸的居民大部分都不知道它是什麼，而

在知道的民眾中也僅有兩位大概了解其功能，

這可會成為其在未來發展或是推廣上的隱憂，

不過在專業人士的訪談中我們也了解到他們普

遍對漂浮島有高度的信心，認為這個東西仍具

許多發展的潛力，或許在專業人士的眼中這些

漂浮島是具有其價值在的，不過可能因為資訊

傳達或者推廣上的問題無法讓這個東西真正走

入大眾的眼中，路過的一般民眾就算有意識到

它的存在，也很難知道它的功用，甚至會有一

些較為負面的評價出現，這都是我們需要去顧

慮的。

成功大學水利所 / 何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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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My name is Pim Pinitjitsamut. I am an 

Economics student from Thammasat University 

in Thailand. I got an opportunity to attend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summer school 

p r o g r a m .  I  w o u l d  l i k e  t o  s h a r e  s o m e  o f  m y 

experiences from this program throughout the article. 

  Before I left Thailand, I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classes and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I was so 

relieved that the NCKU summer program was so well-

organized. Although the program ran all day from 9 

am in the morning to 4 pm in the evening, the school 

provided us activities such as field trips and culture 

classes during the week and weekend which helped 

us relax before the intense lesson continued. On top 

of that, each field trip and culture class gave me new 

ideas about Taiwan which implicitly helped me on my 

group research project. For example, first class started 

with Taiwan history which taught us more about the 

culture and the tradition of Taiwan. Then, the following 

weekend we also had a city tour of Tainan which helped 

us comprehend the geography and culture of Tainan. 

  During the program, I really enjoyed the hands on 

atmosphere and learned more instead of just listening. 

Even though the class was difficult for non-related 

majors it was because some of the information we 

had learned had no fundamental knowledge before. 

However, by getting to know the new information, it 

helped me broaden my horizons and step out of my 

comfort zone. As I mentioned before, this summer 

program was not requiring only participation in the 

class but the class required students to do the real 

practice such as be on the field or build the floating 

garden. The class required the field trip experiences. 

The professors in each field provided us the information 

and it was our job to combine that information 

that we got and analyzed them to fit in our project. 

  We were required to have one project related to 

a floating garden. However, we all had no idea what 

was going on because there was too much inform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Once we got adjusted to the class 

and learned to ask if we did not understand the 

lesson, we figured out ways to do the research and 

it became more fun.  My group research was about 

the evaporation desalination water model on floating 

gardens in Taiwan. It was tough for us but we got good 

advice and assistance from our professor Bart van 

Bueren with the architecture model and got help from 

professor Chih Hua Chang with the water quality part. 

  The project  chal lenged us  in  many ways.  I 

have experienced how to work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fields which taught me the importance of 

working on a team. It required a lot of compromising 

because  due to  our  d i fferent  backgrounds  we 

had our own particular way on the same issue. 

Thammasat University / Pim Pinitjitsam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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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weeks passed so fast that I did not realise how 

much I gained from this class. From a student that had 

no idea about “what a floating garden was” and 

“why it is helping the environment”, I found my 

answers from NCKU's summer school. On top of that, 

not only the knowledge that I have gained, I also have 

built long-life friendships through the program. Two 

weeks were so short how could we possiblly became 

really close? I still wonder why that happened. I think 

maybe because we had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class and share our ideas in order to conduct 

the best project that we possibly could. I have not 

mentioned about the perk of living in Tainan. Tainan is 

the oldest city of Taiwan which has a lot of cool places 

that I visited such as Anping tree house and Chimei 

Museum which is very beautiful at night. I also had my 

Taiwanese buddy show me around Tainan, he showed 

me what local people would do and taught me some 

Chinese. One of the best parts of Tainan is food. The 

food in Tainan is so delicious and at a reasonable price. 

  Two and half weeks in Tainan was one of my 

precious summer trips and learning experiences that I 

would never forget my whole life. Even though it was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 feel like I have gained a lot 

mor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than ever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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