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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5
成大、越南順化大學簽署校級
合作備忘錄

成功大學、越南順化大學加強合
作交流層級，將原有的學院交
流提升到校層級。在師生及研究
人員交流、交換，發展共同研究
外，且將在越南順化市設置聯合
科學與科技研究中心。

 2017-08-24
成大推動東南亞永續土壤及地
下水環境保護 國際學者齊聚

成功大學在科技部支持，由成大
環境工程系舉辦2017年「推動東
南亞永續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
與復育研習會」。

 2017-08-21
成大「新興及再現性感染性疾
病工作坊」 攜手東協共同防疫

全球化時代，為防範傳染性疾病
傳播。成功大學在科技部支持下
舉辦第一屆「新興及再現性感染
性疾病工作坊」，邀集馬來西亞
等東協8國專家、學者前來，針對
腸病毒、登革熱病毒及腸道寄生
蟲研究等學術交流及分享成大的
研究成果。

2017-08-18
美國國務院關鍵語言獎學金
課程結業 歡樂帶有離情

2017年美國國務院「關鍵語言獎
學金計畫(CLS)」23名學員，暑
期在成功大學華語中心接受為
期8週的密集華語訓練課程。

2017-08-22
成大張守進教授 榮獲有庠
光電科技講座

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暨微電子
工程研究所講座教授張守進，其
致力於光電半導體元件的研發，
學術成就深受海內外注目與引
用，且積極以學術的成果協助光
電產業提升競爭力，在人才培育
方面也表現不凡。

2017-08-25
成大串連五校　共創「全國
大學博物館聯盟」合作平台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發起，串
連高醫校史暨南臺灣醫療史料
館、台大博物館群、政大民族
博物館、師大圖書館，成立的
「全國大學博物館聯盟」，於8
月23日在成大博物館舉行。

2017-08-25
李羅權院士獲2017錢卓塞卡
電漿物理獎 成大與有榮焉

國立成功大學理學院前院長李
羅權院士榮獲2017年亞太物理
學會聯合會 (Association of Asia 
Pacific Physical Societies，簡稱
AAPPS)所頒發的錢卓塞卡電漿
物理獎(S. Chandrasekhar Prize of 
Plasma Physics)。

2017-08-25
成大客座講座教授陳秋榮 榮獲
2017錢卓塞卡電漿物理獎

成功大學理學院太空與電漿科學
研究所客座講座教授陳秋榮，亦
為成大校友，其在核融合能源與
太空電漿科學研究領域中具有原
創與先驅貢獻；並以研究成果傑
出，榮獲2017年亞太物理學會聯
合會錢卓塞卡電漿物理獎。

2017年9月～2017年12月校園大事記
資料來源／成大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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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08-30 
成大洪飛義教授、呂傳盛教授團隊研發
「無銀膠」太陽能光電板

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洪飛義教授、
呂傳盛教授帶領團隊開發出低成本、光電轉
換效率提高，不需銀膠接著劑的「鍍銦光伏
鋁銲帶」。其請國內太陽能電池板業者實際
測試、接合、發電均獲肯定，亦獲得臺灣發
明專利。
洪飛義教授、呂傳盛教授表示，此一改變太
陽能電池集光板結構的設計與技術，走出學
術落實於產業界。

2017-09-07
台日合作ERG衛星升空後　 
首度移師成大舉辦研討會

中研院天文所與成功大學共同
參與的台日合作ERG衛星3年前
成功升空，2017年9月5日至8日
首度移師成大舉辦「第三屆ERG
探測衛星任務科學研討會」。

2017-09-01
第一屆「亞洲健康建築國際
研討會」 9月2日成大盛大
登場

2017年國際空氣品質及氣候學會
與臺灣室內環境品質學會、國
立成功大學，於9月2日下午在
成功大學共同舉辦第一屆「亞
洲健康建築國際研討會」，共
創更良好的健康建築及室內空
氣品質。

2017-09-07
成大師資生前進新南向教育
見習

成功大學首次在教育部支持下
辦理「105年度師資生國外教育
見習課程計畫」，由師資培育
中心主任董旭英教授帶領七位
學生，於8月30日9月13日前往
馬來西亞檳城檳吉臺灣學校進
行13天教育見習。

2017-08-31
成大「氣候變遷下水危機論
壇」提供東南亞國家 更完善
水利防災策略

全球氣候變遷，臺灣面對強降
雨的軟體防災方法、預警系統
等等均有豐富經驗及高端技術。
成功大學與水利署等單位8月31
日舉辦「臺灣與日本、東南亞國
家及歐盟之氣候變遷下水危機論
壇」。

2017-09-04
成大2017國際災害風險管理
短期課程 將臺灣防減災技術
推廣至東南亞

全球暖化、防災與減少損害是
國際關切的課題；成軍20年的
成功大學防災研究中心9月4日
至15日針對印尼官員、學者等
開辦小班制「2017國際災害風險
管理短期課程」。

2017-09-08
讓父親生命在記憶中延續！　
成大受贈「百瀨五十教授與
泉美代子女士紀念獎學金」
典禮

成功大學第一代學者百瀨五十教
授（成大前身工業高等學校時
期），在成大作育英才無數，
106年9月9日在歷史文物館同步
舉辦百瀨五十教授文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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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12
福衛五號升空 成大「太空天
氣預報系統」準確預測太陽
風暴影響

成功大學與國家太空中心成功發
展出的「電離層太空天氣預測系
統」，是世界上極少數具預測能
力的太空天氣預報系統，今年8
月底搭載先進電離層電漿探測儀
的福衛五號順利升空，令研究團
隊更加準確太空氣象預測。

2017-09-29
2017臺灣設計展 點亮幸福
設計 多語直播傳國際 「成
南形境」放光芒

2017「臺灣設計展」，29日在成
大精彩開幕，傳遞設計的美好
與設計帶來的幸福感。

2017-10-15
哈佛2017「公共衛生實踐領
導典範獎」 獎落成大

過去，登革熱、強震造成永康維
冠金龍大樓倒塌，成大第一時間
組織動員，參與協助減輕公衛影
響。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
院將年度「公共衛生實踐領導典
範獎」（Leadership Award in Public 
Health Practice）頒發給成大校長蘇
慧貞，也肯定她長年推動改善室
內空氣品質的成就。

2017-09-15
成大迎新生 校長蘇慧貞鼓
勵學生創造屬於自己獨一無
二的未來

成功大學歡迎生力軍，14日起一
連三天舉辦新鮮人成長營--成功
登大人，包括課程介紹、認識
大學生活、認識夥伴等等。校
長蘇慧貞承諾，學校會與同學
一起努力，幫助學生創造屬於
自己獨一無二的未來。

2017-09-20
破解蘭花基因密碼！成大團
隊躍登NATURE 記者會

成功大學與國際團隊合作，完
成原始蘭花「擬蘭」全基因體
解序，一舉解開蘭科植物演化
之謎。突破性的研究9月21日榮
登國際科研界排名第一的Nature
期刊。

2017-10-03 
成大航太系教授趙怡欽榮獲
2017年「東元獎

成大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教授趙
怡欽，投入航太研究多年，自
主研發突破國外輸出管制的關
鍵 技 術 ， 提 升 國 家 自 主 太 空
科 技 與 產 業 能 量 及 國 防 自 主
與彈性。獲得2017年第24屆東
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機系 /能
源 /境技科技領域東元獎」。

2017-09-15
北韓連射飛彈 成大團隊跟
緊追蹤軌跡

北韓9月15日再次發射發彈，
成功大學太空研究團隊利用密
集分佈在臺灣、日本、南韓的
GPS接收網，希望能在幾日內找
出火箭發射的軌跡、速度等參
數，未來技術成熟，可望有效
輔助飛彈雷達防禦監測系統。

2017年9月～2017年12月校園大事記
資料來源／成大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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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7
成大測量系辦追思會 感念創
系主任史惠順教授

成大測量及空間資訊系舉辦感
恩追思會，感念今年6月仙逝的
創系主任史惠順教授，對國家
工程教育和經濟建設的貢獻。

2017-10-20
第五屆南瀛研究國際學術研
討會在成大

成大考古所、南瀛國際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合辦「第五屆南灜
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
以文化發展與社會變遷為主軸，
探討當今南瀛區域文化的演變及
社會議題等。

2017-10-27
智慧新農業向下扎根 成大團
隊與後壁區國小推動菇蕈教育

成大在教育部支持下，執行「大
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由生物
科技中心負責計畫為「以微生物
科技導入臺南市大溪北地區的智
慧新農業」，今年主題為香菇的
微生物智慧植栽。

2017-10-26
成大智慧健康照護前進偏遠
社區 打造不老健康活力站

成大在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補
助下，針對銀髮族開發健身照護
器材及整套銀髮健身課程，玉井
區衛生所將其引入用於「社區健
康促進課程」。 

2017-10-16
成大「運動產業創意」課程 
培育運動跨領域人才

臺灣運動產業日益成長，為培
育運動跨領域人才，於106學年
度開設「運動產業創意」通識
課程，讓學生們更加擴展運動
科學領域視野。

2017-10-24
學術誠信教育研討會 落實
研究者誠信精神提升學術倫
理素養

成大教學發展中心舉辦「106年
度學術誠信教育研討會」。現
場藉由學術倫理意見交流與集
思廣益，建立更良善的學術倫
理推動機制。

2017-10-17
成大教授高強 榮獲教育部61
屆學術獎

成大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教授高
強，學術貢獻受國內外肯定，在
網路資料包絡分析領域成一家之
言，2016年更在國際出版社Springer
出版專書Network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榮獲2017年教育部61屆學
術獎。

2017-10-27
成大女將徐安與蔡毓恩 106
全運會共勇奪五5面金牌

兩位來自成功大學的女將徐安
以及蔡毓恩，在106年全國運動
會游泳與跆拳品勢項目上，一
共帶回了五5面金牌。其中游泳
健將徐安在全運會總計參加12個
項目，拿下4金5銀1銅共10面獎
牌，是本屆全運會最多金的女性
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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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0
成大穆斯林學生前進左鎮生
態教育鐵馬遊

臺南左鎮公舘社區與成大蔡美
玲老師共同規劃「綠色騎跡―
鐵馬遊左鎮」一日遊活動，藉
著低碳旅遊與在地飲食文化看
見真正的左鎮。

2017-11-06
成大與台糖產學合作 探索
人文歷史再造感動

成大與台糖進行產學合作簽約，
將共同爭取國際性或大型研究計
劃，以及資源分享及檔案資料調
閱，加強雙方產學資源運用。

2017-11-07
只 展 一 本 書  「 一 冊 一 世
界」展韋伯經典

成大推出的「一冊一世界」主題
書展，此次展出社會學巨擘韋伯
（Max Weber，1864-1920）的《學
術與政治》。

2017-11-06
成大工資管王逸琳教授團隊　
奪國際鐵道解題競賽冠軍

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王逸琳教授多次帶領學生參加
國際運籌學和管理學研究協會
(INFORMS)旗下的軌道運輸應用
學門（Railway Application Section，
學生孫雪湄、呂昀軒、黃泰嘉組
隊，與來自中國、美國、加拿大
與印度等多國17支隊伍較勁，更
成功奪冠。

2017-11-06
「踏溯臺南」實地探訪台江
內海

成大首創大一新生必修「踏溯
臺南」課程，11月5日帶領8 0
名學生走訪安南區，認識臺灣
歷史發展的重要場域—台江內
海，蘇慧貞校長、文學院院長
陳玉女、歷史系陳文松教授等
親自帶領學生踏上安南區，深
刻感受時空變化發展。

2017-11-02
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 成
大7位獲獎

今 年 「 李 國 鼎 科 技 與 人 文 講
座」由七位成大學者囊括。成
大校長蘇慧貞表示，此獎項由
成 大 校 友 台 達 電 子 創 辦 人 鄭
崇 華 設 置 ， 引 領 科 技 人 追 隨
李國鼎先生當年的遠見及人文
典範，成大也將繼續耕耘與努
力，對社會帶來關鍵影響。

2017-11-07
2017太平洋鄰里協會在成大 數據資
料研究交流與實務分享

2017年「太平洋鄰里協會」Pacific Neighbor-
hood Consortium（PNC），在成大舉行「資
料啟迪遍社會，鑒往知來新扉頁」(Data 
Informed Society) 會議，探討資料如何啟發
人類社會，並應用於社會發展與進步，以
期打造智慧城市，促進社會及永續發展。

2017年9月～2017年12月校園大事記
資料來源／成大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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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9
馬來西亞傑出校友吳德芳　
成大授予名譽博士

成 大 馬 來 西 亞 傑 出 校 友 吳 德
芳 先 生 ， 出 身 清 寒 卻 能 白 手
起家，在僑居地開展事業一片
天，卻不忘回饋社會。9日特別
授予名譽理學博士學位，表彰
其成就及對社會的付出。

2017-11-11
成大86週年校慶運動會展現
青春活力

國立成功大學11月11日歡慶86歲
生日並舉行校慶運動會。 

2017-11-13
成大與市政府簽約 扎根人權
保障及教育

成大社科院、臺南市政府攜手
扎根國中小學生的「人權」觀
念，在社科院簽署策略聯盟合
作備忘錄，雙方將共同落實與
推動臺南市人權保障及人權教
育議題。

2017-11-11
成大重現成功原點　回首日
治時期校史

成大博物館開幕10週年，校慶日
舉行博物館慶及展覽揭幕。重現
日治時期創校歷史情境，推出
「日治時期校史展」，重建首
任校長若槻道隆辦公室場景，
並展出他當年的大敕官禮服。

2017-11-10
打造成大「小矽谷」 啟動
國際產學聯盟

美國矽谷匯聚全球創新人才，
成大效法矽谷創投精神，打造
「成大小矽谷」！啟動成大產
學 聯 盟 計 畫 ， 新 設 創 意 空 間
「創創2」，將校園創新、創業
能量和成果推向國際。

2017-11-13
成大華語中心走過35年 臺
灣華語教學首屈一指

成大華語中心創設至今35年，
2016年更獲選為臺美官方首次
合作「關鍵語言課程（Critical 
Language Scholarship Program）」
在臺唯一合作學校，是臺灣華
語教學發展最佳寫照。

2017-11-10
校友樂返成大「屠宰場」重
溫大會考

成功大學有個被稱「屠宰場」的
格致堂，50年前每個星期五放學
後，學生們就在此進行共同科目
大會考，成為流傳半世紀的「黑
色星期五」。

2017-11-11
成大校友傑出成就獎 陳良基
等8人榮耀受獎

成功大學在11日校慶當天頒發
106年度校友傑出成就獎。並精
心為每位校友製作簡介影片表
示推崇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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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4
前瞻里山論壇 期待臺灣農
村實踐生產生態模式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舉
辦「前瞻里山-生態暨綠色產業
策略論壇」，邀請長期投入自
然生態資源、環境教育領域學
者專家、農村青年齊聚一堂交
流，也邀請日本推動「里山倡
議」的學者藻谷浩介經驗分享。

2017-11-17
成大前進越南設立第二個新
南向基地

繼9月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第
一個基地揭幕，再前進越南胡
志明醫藥大學設立海外研究中
心，透過此平台鏈結台越資源，
推廣學術與研究合作，為國內
醫療器材產業架構出新南向的
國際合作網絡，帶動東南亞、
南亞區域醫療器材科技發展。

2017-11-23
成大公共藝術新地標 閃耀
瞬間生生不息

公共藝術對空間、環境美化帶
來畫龍點睛效果，成大泳池及
球 類 場 館 外 增 添 亮 眼 新 地 標
「閃耀的瞬間」，水滴彈濺、
形變瞬間的造形充滿律動感，
傳達蓄勢待發的力量。

2017-11-15
成大開啟「共享交通微型創
業」 培育學生建構解決交通
問題

成大蘇慧貞校長與臺灣奧致網絡
科技（oBike）臺灣總經理王妍婷
於11月15日簽約，首創全台校園
「共享交通微型創業」，讓學生
主導校園共享單車營運。

2017-11-22
成大地科龔慧貞副教授　亞
洲首位美國礦物學會會士女
科學家

成大地球科學系副教授龔慧貞
榮獲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地質學
術組織之一美國礦物學會（Min-
era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MSA）會士，在已公佈的2018年
全世界11位獲獎者中是唯一的
臺灣學者，長年活躍於高壓礦
物物理學術研究領域。

2017-11-24
成大新南向 盛大舉辦星馬
泰產業與媒合論壇

響應新南向，「星馬泰產業與
媒合論壇」邀請臺灣、馬來西
亞、泰國產官學研代表約3 0 0
人出席盛會，探討東南亞國家
的投資機會與風險，更首次針
對在台僑生舉行人才媒合說明
會，也協助有意南向開拓市場
的臺灣廠商招募人才。

2017年9月～2017年12月校園大事記
資料來源／成大新聞中心

121212 2017年09月～12月校園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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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7
成大規劃設計學院2017智慧
與永續發展論壇

因應氣候變遷，地方城市永續
發展成為重要議題，成大規劃
與設計學院27、28日一連兩天舉
行「2017智慧與永續發展論壇
（2017 Forum on Smart and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共創智慧
城市永續發展。

2017-11-28
成大與南市簽署智慧新農業
合作備忘錄暨揭牌活動

成 功 大 學 與 臺 南 市 政 府 簽 署
「活化溪北地區智慧新農業」
合作備忘錄，共同為「智慧農
業研究中心」與「蘭花生物科
技及生物資源中心」揭牌宣示
正式啟用。

2017-11-27
成大山協謝師會感恩校外指
導老師李增昌40年心血付出

創 社 逾 一 甲 子 的 成 大 登 山 協
會，有一陪伴大家40年的指導
老師李增昌，嚴格審核登山計
畫 、 訓 練 山 野 技 能 ， 堅 持 安
全，備受愛戴。

2017-11-27
成大養蝦試驗場公共藝術27日落成　喻生
生不息

成大安南校區養蝦試驗場公共藝術品「生生不
息」落成，用以研究永續蝦類養殖的建築，在
正門右側外牆放置大型不鏽鋼鍛造母蝦搭配多
顆蝦卵，象徵繁殖孵化。

2017-11-29
成大主辦2017全球綠色設計
國際研討會EcoDesign首次在台
登場

「Going Green EcoDesign 2017」綠
色設計國際研討會，來自台、
日、美、韓等18個國家200位國
際學者齊聚，深入探討創新技
術，以設計對環境更加有善的綠
色產品。

2017-11-29
成大與美國Cloudera公司簽
約 攜手培育大數據分析人才

國際雲端運算平台服務供應商美
國Cloudera公司，29日在電機系館
靄雲廳舉行捐贈成大電機系雲端
運算相關課程和授權軟體儀式，
以及支援半導體實務相關的技術
和資源分享，並引入大數據巨量
資料分析實務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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