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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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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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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