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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2 
成大校友奪「台南市立圖書
館總館新建工程」徵圖金獎

「台南市立圖書館總館新建工
程」徵圖評選，金獎由張瑪龍
陳玉霖聯合建築事務所、荷蘭 
mecanoo建築事務所合作奪下。
兩大建築師事務所不乏成大校
友，陳玉霖、林宛蓁返回成大
建築系分享參與「市立圖書館
總館新建工程」競圖獲獎的喜
悅與新圖書館的設計理念及規
劃內容。

2016-03-01
2016成大研發論壇系列講座

2016成功大學研發論壇「看見成
大．卓越領航」系列講座，香
港城市大學郭位校長以「高
教國際化究竟是什麼話？」
為題，點出目前普遍的盲點
與迷失。

9月

2016-03-03
成大醫學教學實作並重 國考
通過率一級棒

成功大學醫學院學生國考通過
率遠遠高過全國平均水準，其
中護理師錄取率連續兩年百分
百，物理治療師錄取率96%，職
能治療師錄取率9成以上，顯示
成大醫學院的教育，不只傳授
知識也重視實作，理論、臨床
相結合的融會貫通，基礎功紮
實。

2016-03-06 
感染管制學會在成大展開研討 

台灣感染管制學會舉行年度盛
會，疾病管制署莊人祥副署
長、臺南市賴清德市長、成大
蘇慧貞校長、台灣感染管制學
會薛博仁理事長等人到場，國
內外知名的感染管制學者、醫
師、醫檢師、護理師等近600人
與會，場面隆重熱烈。

2016-03-04 
成大韌性城市發展願景研討
會：從0206地震災害談起

成大舉辦「韌性城市發展願
景研討會：從0206地震災害談
起」，探討救災體系、救災生
活供給系統、地震災害調查分
析、房屋震損與建設計規範
等，為社會建構「耐災（韌
性）概念」，建全災難防備系
統與相關法規，讓城市有足夠
的韌性面對災難，減少損失與
傷害。

2016-03-09
成大推廣天文科普 師生、民
眾興奮目睹日食

日食，難得的天象，成功大學物
理系師生推廣天文科普，9日上
午特地在光復校區成功湖畔架望
遠眼鏡，服務愛好天文的師生、
民眾看日偏食，目睹缺角的太
陽，「天文學概論」通識課程也
將原本室內課改到成功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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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0
2016國際蘭展看見台灣的驕
傲

國際蘭展主辦單位成功大學蘭花
中心與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
研究中心，10日在後壁區蘭花生
技園區舉行記者會，揭開「爭艷
館」的內容與特色。成大校長蘇
慧貞、台南市市長賴清德以及眾
多貴賓專程撥冗與會，領略台灣
蘭花王國的魅力與台灣生物科技
與應用的軟實力。

2016-03-10
2010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鈴木
章 獲成大「榮譽講座」榮銜

2016年首次頒發「榮譽講座」，
第一位獲授者為日本籍諾貝爾
化學獎得主鈴木章博士。鈴木
章博士感謝成功大學給予的榮
譽，成大期待鈴木章博士的學
術成就與風範，對師生帶來更
多的啟發與影響，並促進成大
與國際一流學術單位更多的交
流與合作。

2016-03-13
成大2016南區就業博覽會

經過3/11、3/12兩天共31場公司
說明會打頭陣後，2016年南區
就業博覽會於13日上午在成功
大學雲平大道及中正堂熱鬧登
場，總計212家企業共257個攤
位，釋出15,457個工作機會，超
過20,000名求職人潮湧入，投遞
的履歷數22,130份，人氣鼎沸！

2016-03-11 
成大校友贈櫻樹苗 盼百年樹
人 世界和平

植樹節前夕，成功大學機械系校
友暨遠東機械榮譽董事長、沐恩
基金會創辦人莊國欽，11日致贈
母校機械系30株日本陽光櫻花樹
苗，祝成大永續發展，百年樹
人，為國家社會培育人才，也期
盼世界和平、地球永續。人才培
育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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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5
成大研究論文登國際期刊

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劉世南副教授與美國密西根大
學心理系長期在文化與創意的
跨國合作研究中，近年做的
「文化影響團體創意過程」研
究，此研究論文，三月發表在
心理學領域知名國際期--跨文化
心理學期(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16-03-15 
成大永續環境實驗所推動煉
鋼爐石資源再利用與綠色材
料開發

成功大學永續環境實驗所為推
動煉鋼爐石等無機副產物資源
回收再利用技術研究與綠色工
程材料開發，引導社會資源循
環之良性發展，除與中鋼進行產
學合作計畫，尚與環保署、科技
部合作，同步進行資源循環及土
壤污染整治技術開發計畫。

2016-03-16
成功大學－台達電子智慧養
殖聯合研發中心成立

在生物科技領域基礎紮實，技
術領先的成功大學，與節能科
技業領先的台達公司雙方攜手
合作，共組「成功大學 -台達
電子智慧養殖聯合研發中心」
將結合雙方優勢與經驗，以創
新、前瞻思維，用最尖端的水
產技術及智慧化的管理系統，
建立環境友善、無毒安全的智
慧型水產養殖技術，一同落實
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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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3
每日一天文圖 成大蘇漢宗教
授推廣天文科普獲譚天獎

成功大學物理系教授蘇漢宗推
廣天文科普知識專門設置「每
日一天文圖」--成大物理分站，
每天翻譯美國天文學者最新發
佈之「每日一天文圖(Astronomy 
Picture of the Day)」，分享天文心
新知。中華民國天文學會將在5
月頒授「譚天」獎，表彰其推
動天文科普的精神與貢獻。

2016-03-19
成大單車節-院系博覽會熱
烈登場

想知道大學生活究竟是如何?科
系差別在那裡？走一趟成大就
能獲得解答。每年都受到高中
生及家長熱烈詢問的「成大單
車節-院系博覽會」活動，19日
在成大光復校區登場。藉由模
擬面試、單車遊成大等多元內
容，要增進高中生對大學科系
的認識，也期待吸引更多優秀
高中生選擇成大。

2016-03-21
美濃地震研討會 匯集產官
學智慧提升台灣抗震的韌性

成功大學、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
地震工程研究中心21日在成大國
際會議廳舉辦「美濃地震研討
會」，探討土建結構及附屬物的
震害、建築結構安全與建管制度
等議題，土木技師、建築學者、
地震專家熱烈參與也廣泛提出建
言，期盼法令、制度能夠更加周
延，使城市有更大韌性承受無情
的天災。

2016-03-23
成大張哲豪教授榮獲全國優
良職能治療師

成功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張哲豪
副教授兼系主任，經中華民國
職能治療師全國聯合會選拔為
全國優良職能治療師，獲頒
2015年度唯一傑出獎的榮譽。
並於今年3月13日舉行的全國職
能治療師代表大會中受獎。

2016-03-25
陳一菁助理教授 論文二度登
上Science

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
陳一菁博士與中央研究院團隊
發現，短時間與長時間的氣候
變異(如日溫差與年溫差)，對生
物的適應與分布，竟有著相反
的影響，論文於3月25日登上國
際頂尖專業期Science。

2016-03-19 
無人機競賽發掘航太新人才

台灣無人飛機創意設計競賽」
3月19-20日於台南安定飛行場
登場，此活動原創始於1999年
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全國大
專無人遙控飛行載具設計競賽
活動，目的在紮根航太教育、
推廣無人飛機設計技術、培養
航太系統整合人才、促進產學
互動。

2016-03-28
成大國經所「臥虎、藏龍」
計畫希望將台灣推向世界

為促進全球青年移動及跨境教
育，成功大學國際經營管理研
究所( I IMBA)，去年(104)推出
「臥虎計畫」招募國際青年人
才來台學習與實習，教育部今
年進一步提供經費新辦「藏龍
計畫」，以培育東協、東歐等
國家學者的學術研究能力並藉
機認識台灣風俗民情，幫助台
灣與各國建立起友好關係。

2016-03-30
登革熱流行期成大衛保組啟
動防疫機制

3月下旬台南市出現今年第一例
登革熱確診病例，學務處衛生
保健組等相關單位隨即啟動防
疫警戒系統，全面性檢測校園
環境、清除病媒蚊孳生源及加
強防疫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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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31
成大團隊 達成「德翔台北」
貨櫃輪油污監控任務

「德翔台北」貨櫃輪在新北市
石門外海擱淺，造成燃油外漏
事件，嚴重影響海洋與海岸生
態環境。國立成功大學近海
水文中心發揮學界能量，油污
外漏時就在岸邊架設雷達監測
系統，每二十分鐘提供一筆波
浪、海流和溢油擴散範圍、油
污移動速度與方向等資訊，對
海上搶救作業提供科學數據。

  19 21 23 25 28 30 31 01 06 11 13 154 月

2016-04-01
成大古蹟修復品質一級棒 行
政院工程會舉辦觀摩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部科學園
區產學協會3月30日舉行「第八
屆會員大會暨第一次理監事聯
席會」，會中同時舉辦第八屆
理監事改選，選出31位理事及9
位監事。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
擔任第八屆理事長；南臺科技
大學戴謙校長擔任第八屆監事
會主席。

2016-04-06
成大、莫斯科大學醫材合作
備忘錄 為台灣醫材產業全球
布局

成大、俄羅斯莫斯科大學簽署醫
材研發共同研究合作備忘錄，不
僅是學術與技術研發之合作，也
將招收俄羅斯人才來台進修醫材
碩士學位，近期成大將在當地設
立「跨國研究中心」作為前進基
地，以揮灑學術與技術的能量與
影響力，為台灣醫材產業開創與
布局全球通路。獻獎」給蘇慧貞
校長。

2016-04-11
關注高齡化人口帶來的壓力
與效益 台日雙邊會議成大登
場

台、日高齡化社會因應與發展
雙邊研討會11日起一連兩天於成
大舉行，台日雙邊學者專家齊
聚一堂，希望藉由雙方經驗交
流與分享，有效整合醫療器材
領域之研究資源，為前瞻的醫
療知識與技術之合作舖路，以
提升台灣相關產業的國際競爭
力並激盪出更多有創意的老年
照護想法與理念。

2016-04-13 
成大在紐約模擬聯合國 抱回
「Distinguished Delegation」殊榮

成功大學學生陳博宏、夏屏文、米
邦嘉三人組隊到美國紐約參加歷史
悠久、規模最大的模擬聯合國會議
「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憑
著長期對全球時事與議題關注所累
積的國際觀、自信心及具備很好的
語文能力，一舉拿下相當於團體組
第二名的「Distinguished Delegation 
(卓越代表)」。

2016-04-15
承辦美國官方語言課程 成大
華語中心雀屏中選

美國國務院「關鍵語文獎學金
計畫」是美國政府推動學習重
要國際語言的管道之一，2016
年首度將台灣納入華文進修地
點，並選定成功大學為唯一課
程承辦單位；成大華語中心陳
怡靜主任指出，能承辦美國官
方語言課程計畫，是對成大華
語中心教學專業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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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9 
成大工設系105級畢業展
「深覺」 表達對社會的觀察
與關懷

成功大學1 0 5級工業設計系學
生畢業展作品之一「小心燙」
透過環狀隔熱手把引導，要讓
視障人士也能夠生活自煮。畢
業展共計15件作品，均以人為
本、關懷角度出發設計，學生
們細心觀察、探索問題，再透
過作品傳達對社會關注與用心。

2016-04-20
啟動數位學習新世代 教育
部南區雲端資料中心 20日
在成大揭牌

成功大學與教育部資訊及科技
教育司共同設立「教育部南區
雲端資料中心」，20日在成大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揭牌，由成
大副校長陳東陽、教育部資訊
及科技教育司司長李蔡彥、成
大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蔣榮
先共同揭牌。這是教育部機房
之外，第一個建置的教育部雲
端資料中心，未來將配合教育
部導入多項雲端應用服務，啟
動數位學習新世代。

2016-04-22
全球商學院戈壁挑戰賽 成大
EMBA不缺席

挑戰九死一生玄奘之路，成功
大學EMBA不缺席，組隊參加於
2016年全球商學院戈壁挑戰賽，
此乃全球華人商學院最大、最艱
鉅的路跑賽，5月在大陸戈壁沙
漠登場。

2016-04-25
成大學生事務與輔導會議　
校長蘇慧貞嘉勉導師關懷學
生紓解困難

成功大學104學年度第2學期「學
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研討會」，校
長蘇慧貞感謝導師們的投入與付
出，也希望老師們在教學之外，
也對學生日常生活所面臨的問題
與壓力給予輔導與協助。

2016-04-16
2016成大校園跑路「一起來
『成』跑」跑出健康與快樂

2016年春季運動盛事體適能週熱
鬧登場！為期一星期的系列活
動，由16日的校園路跑「一起來
『成』跑」揭開序幕，上午八時
成大校長蘇慧貞鳴槍，近2千名
愛好運動的師生、社區民眾、校
友等在成大單車隊引導下從光復
校區操場快樂起跑，充份展現出
成大十足的活力與蓬勃朝氣。

2016-04-20
成大教師成長課程 用互助與
關懷帶老師成長

「教師成長課程」從4月20日起
到6月底共開授7堂課，每一堂
課聘請跨領域的專家講課，課
程特色是跨領域教學、療癒、
養生、教學經驗傳承等等，未
來還將陸續設立隨時可交換意
見的雲端平台，希望讓教師們
感受到溫暖與相互扶持。

2016-04-21
開啟封裝材料新紀元 成大研
發可燒結成球的精細鋁導線

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教授洪飛義、呂傳盛教授花費4
年時間在鋁材料的應用獲致重
大突破，他們研發直徑18微米
且能夠燒結成球，可作為「打
線接合」的精細鋁線，堪稱全
球創舉。親民的價格將大幅降
低生產成本。

2016-04-22
2016成大研發論壇 教育部
次長陳良基暢談創新創業

2016成大研發論壇「看見成大、
卓越領航」系列講座第三場
次，台大副校長陳良基教授蒞
校演講。以「談創新－從台大
的創新教學談起」，分享10多
年來在台大校園推動創新、創
意的經驗及心得與成果。

16 19 20 21 22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2016年03月～2016年05月校園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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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7
成大與國家輻射研究中心
擴大合作 打造南台灣為生
醫科研重鎮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與成功
大學舉行「成大－國家同步輻
射研究中心」合作協議簽約典
禮，象徵雙方推動長期合作的
支持與重視，更將合設學程培
育尖端研究人才，期待共同打
造成大為南台灣同步輻射研究
與應用的科研重鎮。

2016-04-29
成大第廿七屆李克讓教授獎
學金 溫馨頒獎

成功大學李克讓教授獎學金，
29日中午在成大機械系俊銘講
堂舉行第廿七屆頒獎典禮，今
年共有66位學生獲獎。李克讓
名譽教授也期許獲獎學生，繼
續傳承成大濃郁的師生情，將
溫暖一年年傳承下去。

2016-04-30
繁榮大台南成大從分享開
始 草蝦、石斑魚、蘭花麵
端上桌

成大30日在安南校區舉辦「成
大科研．社會責任」活動，即
是與社區大眾建立夥伴關係，
幫助認識成大在產、學、研等
面向的努力與成果，以及與社
會鏈結的用心，領略成大要成
為一所讓城市感動的大學。

2016-04-28
成大自行研發iNCKU手錶
健康好幫手

成功大學「創新數位內容研究
中心」不讓市售品專美於前，
研發出一款經濟、美觀，且個
人或團體皆適宜的行動即時健
康管理系統「iNCKU手錶」，
落實學術研究成果於日常生活
應用。

2016-04-29
成大渦輪巴菲特 榮獲銀行類
特色獎

由成功大學蔡群立老師指導，團
隊成員駱子揚、劉又瑄、張慈、
蔡沛、臧鐸、張譯方、林聖祐聯
手組成的 「渦輪巴菲特」團隊，
受到「2016 FinTech創意大賞企劃
競賽」評審團一致肯定，頒給
「銀行類特色獎」。

2016-05-04
科普列車抵台南 成大用心
讓列車學生輕鬆認識科學

火車也能變成實驗室！科技
部105年5月起舉辦「全民科學
週」，透過火車環島串聯各縣
市使科普與生活連結，將科學
推廣到社會大眾，增進全民對
科普之重視。

2016-04-26
奠定波音公司航空發展的基
礎 美國華盛頓州參議會表彰
成大王助教授

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已故教授
王助，世界大戰期間曾任職美國
波音公司，為波音公司首位航空
工程師，1916至1917年間他設計
的一款C型機(C Model)隔年即獲
美軍採購50架，為波音公司奠定
航空發展的基礎；美國華盛頓州
參議會2016年1月25日發表決議
文表彰王助在航空的卓越貢獻，
該決議文已由外交部轉交成大博
物館典藏。

16 19 20 21 22 25 26 27 28 29 30 04 055 月

2016-05-05
105年度傑出工程教授獎
揭曉 成大是最大的贏家

中國工程師學會公布105年
度傑出工程教授獎名單，成
功大學一舉囊括四席，包括
機械工程學系特聘教授林大
惠、化學工程學系教授郭炳
林、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陳建富、水利及海洋工程學
系特聘教授兼總務長詹錢登
等四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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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6
2016台灣綠能產業策略論
壇 產官學研齊聚成大勾勒
能源發展

成功大學6日與台南市政府共
同舉辦「2016台灣綠能產業研
發與推廣策略論壇」，匯集
產、官、學、研界專家學者齊
聚一堂，共同構築未來台南市
在能源方面的技術、研發之發
展藍圖。

2016-05-06
為學生尋找實習機會 成大實
習媒合會好貼心

7日在創意基地C-Hub，為學生
量身打造的一場「實習媒合
會」，破除傳統擺攤制式氛
圍、以開放空間、自由交流的
輕鬆導向，加上橫跨多元產業
的不同選擇！讓學生可以更認
識產業、找尋適合自己的實習
機會。

2016-05-11
成大校園2016越南文化週
活力登場

成功大學越南學生會用心
促進台、越文化交流與情
誼，多年來舉辦「越南文化
週」，讓成大校園師生以及
社區人士有機會全方面認識
極積發展的越南；今年邁
入第10年，一系列越南文物
展、表演、越南美食及傳統
遊戲、就業座談會等，活動
精彩、多元。

2016-05-17
成大「Tflops 」團隊「台灣
學生叢集電腦競賽Taiwan 
Student Cluster Competition」
一舉奪冠

國家實驗研究院高速網路計算
中心(國網中心)舉辦的「台灣學
生叢集電腦競賽Taiwan Student 
Cluster Competition」，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學生「Tflops 」團隊
一舉奪冠；將爭取更大榮譽，
參加2017年世界級學生叢集電腦
競賽 (SCC, Student Cluster Compe-
tition)。

2016-05-19
中天星光主播爭霸戰
名單揭曉 成大囊括7
席居各大學之冠

成功大學學生主播參
加中天電視台「中天
星光主播爭霸戰」，
3 0名入圍決賽者搶下7
席，人數居全國各大
專院校之冠。

2016-05-09
成大自行車隊拿下登山越野
賽銀牌

成大在104學年度大專校院自由
車錦標賽取得佳績，除登山越
野賽獲得銀牌，公路計時賽、
個人公路賽也獲獎，代表今年
參賽成員有：航太所碩生王
璽、航太所碩生王友成、航太
系許鎮祐、機械系曾子航、資
工所碩生戴宏倫、土木系焦守
正、地科系陳俊翰等7人。

2016-05-12
2016台日大學校論壇 台日
140所大學在成大開啟合作
新頁

一年一度台、日高等教育交流
盛事，「2016台日大學校長論
壇」5月12日在成功大學力行校
區綠色魔法學校登場，共計140
所大學，超過250人與會，積極
開啟合作新頁。

2016-05-18
成大工學院院長游保杉教授獲
水利界最高榮譽大禹獎

成功大學工學院院長暨水利及海
洋工程學系特聘教授游保杉，投
入台灣水環境、防災科技實務與
基礎研究以及水利人才培育等近
30年貢獻卓著，獲經濟部水利署
頒發105年「大禹獎」。

2016-05-06
全國大專運動會女子組羽球
團體賽 成大再次衛冕冠軍
寶座

成功大學在羽球隊表現不俗，
在剛剛結束的105年全國大專
運動會再度於一般女子組羽球
團體賽衛冕成功，奪得冠軍寶
座，男子組羽球隊也拿下一般
男子組羽球團體賽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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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0 
成大師生踏上南沙太平島 體
現國軍保家衛國辛勞

成大政治學系暨政治經濟研究
所助理教授蒙志成，帶領政經
所3名碩班生吳文宜、曾詩雅、
董柏甫，工科系博生潘信利以
及地科系博士後研究員李傳斌
等人，5月5日從左營軍港出發
登上南沙太平島。

2016-05-24
重視多元文化 穆斯林祈禱室
即將啟用

成功大學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
林學生不在少數，校方重視多
元文化，配合其宗教信仰之需
求，特地在勝利校區勝六舍擴
建的一處祈禱室。未來除了是
穆斯林學生的祈禱室，也可做
為南部穆斯林學生聚會的基
地，甚至是成大師生、府城人
認識穆斯林文化的重要場所。

2016-05-26
成大教授陳燕華發現高嶺
石可發展為吸附二氧化碳
的綠色材料

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副教授
陳燕華從「二氧化碳捕捉」
觀點做研究，積極找尋物美
價廉的綠色材料；她利用產
量豐富、具吸附性的礦物高
嶺石為研究對象，經特殊處
理就能大幅增加高嶺石對二
氧化碳的吸附力，而且能牢
牢抓附二氧化碳，顯示高嶺
石是極具開發潛力，可發展
成為吸附二氧化碳的天然綠
色材料。

2016-05-30 
成大設計思考工作坊打造
溝通無礙的校園

30日在C-Hub舉行的「設計
思考工作坊」，約30名師
生、行政職員參與。成大
校長蘇慧貞指出，校園裡
學生、老師、行政單位想
要有所突破或改變，需要
有效的溝通。

2016-05-31
成大資源工程系地質
實驗室 啟用

「近斷層地震」是台灣
必需克服的震災威脅之
一，需要做更多元、深
入的研究，先進的實驗
設備不可少，建置於成
功大學歸仁校區的「國
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
工程研究中心第二實驗
設施」主體結構已近完
工，31日依工程傳統舉
行上梁典禮，祈求工程
順利，如期在105年底完
工，106年營運昌順。

2016-05-20
成大校長蘇慧貞蒞武陵
高中演講 期許學生具
備國際接軌能力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
19日受邀到桃園武陵高中
演講，暢談「改變中的高
等教育」。鼓勵學生努力
充實自己，要有與國際接
軌的能力、關心議題並嘗
試解決問題，讓自己更具
競爭力。

2016-05-23
成大勇奪EMBA商管聯盟高
峰會2016「元大盃」冠軍

2 0 1 6 E M B A商管聯盟高峰會
「元大盃」校際個案分析賽4
月30日在交通大學舉行，成大
EMBA勇奪個案分析賽中華組
冠軍；關懷社會弱勢，獎金八
萬元全數捐給瑞復益智中心。

2016-05-25
成大學生鄭翔仁在文藝
季展現好廚藝

「君子遠庖廚」已不適用現
今社會，喜歡美食且擁有好
廚藝的大男生不在少數，也
樂於分享好手藝的美食；成
功大學文藝季活動之一「盛
夏食光」，主廚成大土木系
大一學生鄭翔仁好手藝讓同
學們佩服。

2016-05-27
成大首創 24小時學
生創意空間

創意或靈感，隨時可
能會冒出來，成功大
學設立了2 4小時不打
烊的「芸青軒－學生
創意討論空間D-24」開
放空間，在自由、舒
適、友善的空間裡，
讓同學的創意與想像
盡情馳騁。

2016-05-31
顏純左副市長蒞成大
宣導登革熱防治

成功大學31日邀請台南
市顏純左副市長在成
大圖書館會議室進行
「登革熱防治宣導說明
會」，副市長提醒大家
每週務必要做好孳清工
作，他說，每人做一件
簡單的事，就能一起完
成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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