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月～8月校園大事記

2018-01-24    打破刻板迷思 女高校長組策略聯盟實踐「國際女性科學日」
國內17所高中女校校長24日在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召集下，組成策略聯盟，推動國內落實實踐「211

國際女性科學日」的精神。

2018-01-07    表揚106年度績優職工
表揚106年度績優職工：謝漢東、鄒秀雲、陳君達、吳怡靜、楊婷云、朱敏清、黃國泰、林玉燕、廖寶

慧、洪珮珊、張哲文、陳瓊惠、王郁閔、黃素娥、莊盈珊、劉憶芬、張超群、陳怡君、陳秀玉、廖彩

攸、曾蕓梃、黃乙妙，共計22人。

2018-01-05    2018成大曼陀林樂團將音樂之美帶到社會各角落
成大曼陀林樂團2018年邁入第11年，持續以樂音傳遞善與美好。在如新護理之家、仁愛之家成功養護

所、鴻佳啟能庇護中心、私立仁愛之家新都養護中心等4地演出，將曼陀林音樂之美，帶到社會各角落。

2018-01-11    成大醫材研發成果落實臨床 造福患者
成大材料系教授陳瑾惠、朱建平與成大醫師團隊20年來跨領域研發的鈣基骨泥及骨粒技術，技轉經濟部

審定的生技新藥公司生產的創新生醫材料，是跨領域醫材研發，極成功的案例。

2018-01-19    成大光電系副教授黃志嘉為食安把關 獲台綜大系統創新傑出獎
成大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副教授黃志嘉，開發出「智能型辨識檢測試紙」，透過儀器判讀，食物或食品有

無違規添加物或藥物等殘留，數秒知結果。

2018-01-19    成功大學博物館榮獲2017 ICOM-UMAC Award 第二名
成功大學博物館「I C Taiwan」歐洲巡迴展，展現臺灣宗教信仰、產業與歷史，開創文化外交新模式，

2017年參加ICOM-UMAC Award，與法國雷恩大學併列第二。

2018-01-06    成大寒冬送暖 邀長輩共進早餐吃健康 
成大生物科技中心舉辦「寒冬送暖」活動，邀請東區大福里、關聖里、南聖里、復興里等4個里近20位長

輩到校共進早餐並品嚐生科中心技轉的保健食品，讓長輩「吃健康」。

2018-01-12    成大女力翱翔 跨國研究團隊探討亞洲婚姻移民獲選WUN計畫
「Marriage Migrants in Asia（亞洲婚姻移民）」計畫，獲世界大學聯盟（Worldwide Universities 

Network，WUN）肯定，列為2018年14個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計畫案之一，全面性理解亞洲婚姻移民，期待

也能作為各國相關政策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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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07    成大數碼城市實驗室 重建花蓮雲門翠堤大樓３D立體影像圖
花蓮市地震，出現大樓倒塌傾斜災情，成功大學測量與空間資訊學系數碼城市實驗室第一時間重建出可

360度旋轉的３D立體影像圖，公開放置於網站，提供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參考。

2018-02-21    高分子微針貼片產業潛力夯 陳美瑾享受做研究的自由及快樂

陳美瑾獲得科技部106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肯定，最具代表的創新技術「免貼片可鑲嵌式微針」，經由特

殊的設計，能讓含藥的微針完全被刺入皮膚並鑲嵌於其中，長效緩釋藥物，貼片則可於數分鐘內快速溶

解，深具臨床應用價值。至今已取得了6項微針專利。

2018-02-27    成大最新3大創意教學空間啟用
成功大學醫學院、土木系、工設系新設3個創意教學空間27日開幕，除了遠距教學設備、多功能電視牆螢

幕、互動式電子白板等先進硬體設備，也依教學所需重塑環境氛圍，跳脫傳統教室印象。

2018-02-12    空氣品質預測分析平台QQAQ 隨時查詢PM2.5做好空汙危害防備
成功大學電機系助理教授黃仁暐結合成大AIS&D（人工智慧服務與資料中心）的大數據運算資源，12

日正式推出空氣品質預測與時空分析平台QQAQ（QQ Air Quality），提供全臺即時的空氣品質，還

可持續更新未來1到6小時的空氣現況，提供民眾隨時查詢，進一步做好空汙危害的防備。

2018-02-09    河畔星火邀月影 成大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學生再獲月津港燈會肯定
「2018月津港燈節」，成功大學規劃設計學院「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碩一學生，設計「曖曖內含

光」、「月光津影」兩件作品參賽，獲臺南市文化局肯定。

2018-02-08    成大建築系師生８日清晨趕赴花蓮 專業協助災害救助
花蓮強震造成多棟建築物嚴重傾倒，成功大學規劃與設計學院副院長姚昭智自發組成專業救助團隊，率

師生趕往花蓮災區。

2018-02-23    成大「3奈米元件技術與半導體應用研討會」想像未來世界發展
「3奈米元件技術與半導體應用研討會」在成大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

2018-02-12    成大「科技部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跨域創新揭牌
成大「科技部人工智慧（AI）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盛大揭牌。

2018-02-09    成大連莊 奪2018年企業最愛大學生
第22屆《Cheers》雜誌「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再度蟬聯2018年企業最愛大學生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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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M
arch

2018-03-02    科普市集成大開市 Science Agora沙龍式全天展演
成功大學2日別開生面，舉辦Science Agora科普市集活動，進行沙龍式的全天展演，活動邀請近兩百名大

學生和小學生共聚一堂一起動手做。

2018-03-08    性平推動大創舉 從成功女性身影看成大校園歷史
成大性別婦女研究中心副教授徐珊惠帶領工作團隊，從女性觀點出發，耗時2年建置數位檔案知識庫，在

3月8日婦女節當天發表「成功女性身影」紀錄片，透過女性思維回顧成大歷史。

2018-03-08    「科技女力論壇Girls in Tech Forum」鼓勵女性成為更好的自己
「Ada Workshop：科技女力論壇Girls in Tech Forum」8日於成功大學登場，蘇慧貞校長指出，女性在科學

界還有許多可以發揮的空間，期許每位女性，跟隨心中的感動，對於環境、社會的關懷，一步一軌跡踏實

前進，必定可以成為更好的自己。

2018-03-14    成大環資中心斥資一億元升級整合焚化系統14日啟爐運轉
成功大學斥資1億元，汰舊更新整合安南區校區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資源回收廠焚化系統設備，由蘇慧

貞校長、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司長詹寶珠共同主持啟爐運轉。

2018-03-20    成大與比利時魯汶大學、imec三方共同簽署雙聯博士學位協議
比利時魯汶大學Guido Groeseneken教授與imec策略伙伴關係部門主管Mavis Ho何玫玲女士3月20日聯袂拜

訪成大，與成大校長蘇慧貞三方共同簽署雙聯博士學位協議，並辦理研究交流會議。

2018-03-02    「成大－台達先進技術研究中心」揭牌
「成大－台達先進技術研究中心」２日隆重揭牌，雙方產學研發再向前邁一大步，台達將提供實驗相關設

備外，研發人員及工程師也將進駐成大，與成大電資學院、工學院等共同參與研發。

2018-03-15    永不放棄！成大醫學系校友波波拉索羅門圓醫療志業夢
2014年7月，來自索羅門的波波拉（Paul Bosawai Popora）從成大獲得醫學學位，隨即返回家鄉成為當地

唯一的醫生。2017年波波拉醫師在家鄉建造了自己的診所，為他的醫療志業夢邁出重大一步。

2018-03-22    賴明詔、蘇慧貞入選 2018 亞洲百大科學家
前後任校長賴明詔、蘇慧貞同時入選2018亞洲百大科學家。台灣唯二，成大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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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A
pril

2018-04-03    科技部106年度傑出研究獎 成大教授囊括10席
科技部公佈106年度傑出研究獎，成功大學共囊括10席，包括校長蘇慧貞以及地科系林建宏、環工所林

財富、材料系劉全璞教授、化工系李玉郎、機械系李永春、電機系郭泰豪、醫學系許博翔、生科系黃玲

惠、體健所蔡佳良等教授。

2018-04-30    沈延盛醫師榮獲徐千田癌症研究傑出獎
鼓勵國內臨床癌症研究歷史最悠久的「徐千田癌症研究傑出獎」，成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兼外

科部醫師沈延盛獲得殊榮，是首位以外科醫師身分獲獎者。

2018-04-20    傳承師生情 成大李克讓教授獎學金傳愛30年
成功大學第29屆李克讓教授獎學金於20日進行頒獎儀式，今年共有100位學生獲獎。

2018-04-30    成大資源系 校友吳庭安獲第三屆「總統創新獎」
成大資源工程系校友吳庭安，深入玻璃回收產業，落實經濟循環概念，徹底翻轉玻璃回收既定印象創造

產業新價值，榮獲第三屆「總統創新獎」

2018-04-11    成大材料系洪飛義團隊研發出環保鈉電池
成功大學材料系洪飛義教授、呂傳盛教授帶領研究生李健豪、何朝政、高培堯從「無毒」發想，研發出

「環保鈉電池」。

2018-04-10    科技部「年輕學者養成計畫」成大８人獲選
科技部107年「年輕學者養成計畫」，成功大學化學系吳欣倫、物理系楊展其、化工系柯碧蓮等3位助理

教授、土木系洪瀞、物理系張泰榕、生科系林士鳴、統計系李政德、電機系高國興等8位年輕學者獲選。

2018-04-27     成大中文系與至善基金會合作弘揚漢學 設研究所漢學組
成大中文系27日與至善教育事務基金會簽約啟動「共同培育漢學教育人才計畫」，於成大中文系新設

「研究所漢學組」招收碩、博士生，共同為保存儒、釋、道精神資產盡一份心力。

2018-04-13    成大表揚通過SGS驗證稽核系所單位
成功大學於106年底通過國際驗證機構SGS驗證稽核，是目前國內大型綜合型大學中，唯一完成並通過整

合環安衛管理系統三證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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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M
ay 2018-05-04    成大新秀輩出 107全大運獲佳績

成功大學運動代表隊參加「107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榮獲8金4銀7銅佳績。

2018-05-15    全年無休 成大鳳凰立方衛星在軌成功運作一週年
成大參與歐盟主辦之跨國QB50計畫自主發展鳳凰立方衛星，也是臺灣第一枚成功發射與運作的立方衛

星，2017年5月由國際太空站釋放至今成功運作1週年。

2018-05-04    成大主辦人工智慧論壇登場 國內外知名產學專家齊聚
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主辦《人工智慧論壇》，邀請國內外AI相關領域知名學者與業者發表精彩演講，分享

最新成果。

2018-05-10    全國商管聯盟高峰會 成大EMBA三連霸抱回最高榮譽
成大EMBA團隊參加「全國商管聯盟高峰會校際個案比賽」，自2016年起連續3年拿下元大盃中華組冠軍。

2018-05-07    成大圖書館一冊一世界 認識馬克思
成功大學圖書館再次推出「一冊一世界」主題書展，配合馬克思200歲誕辰，展出其經典之作《資本

論》，特別的是首次陳列與主題相關的桌遊，透過趣味遊戲、主題演講和深度閱讀，重新認識影響世界的

思想家。

2018-05-17    成大TO.拉酷社10周年展開幕 回顧心路歷程
5月17日是「國際不再恐同日」，成大性別社團「TO.拉酷」10週年特展與多元性別主題書展，並呈現創

社草創時期，以及多年來如何持續致力性別友善，走出校園參與同志遊行和性別倡議。

2018-05-01    2018臺灣科普環島列車抵達臺南 嘉義臺南學生體驗科普
由科技部指導，成大、台鐵管理局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共同合作辦理「2018臺灣科普環島列車」臺南站活

動，實際操作由成大物理系、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精心開發的10項科學展演與遊戲。

2018-05-08    中國工程師學會107年「傑出工程教授獎」成大教授囊括3席
中國工程師學會107年度傑出工程教授名單出爐，全國共9位教授獲傑出工程教授獎，其中成大佔3位，分

別是光電系教授李欣縈、土木系講座教授陳東陽、材料系特聘教授劉全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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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June

2018-06-06    成大世界伊斯蘭校園高峰會打造多元、友善、包容大學校園
國立成功大學「世界伊斯蘭校園高峰會」於6、7日登場，共同討論伊斯蘭議題，如何在臺灣校園內製造

伊斯蘭友善的環境，一起分享各自的經驗，並在跨越文化的學習領域中為年輕的下一代創造更好的環境。

2018-06-28   Nature期刊點名東亞科學明星成大校長蘇慧貞上榜
國際科研界最重要的期刊Nature，最新專欄文章點名10位東亞科學明星（Science stars of East Asia），國

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以室內空氣污染專家的專業上榜。

2018-06-20    成大永豐銀行「未來智慧工場」產學研究成果發表 打造新智慧金融
成功大學與永豐銀行去年５月共同成立「未來智慧工廠」，人工智慧技術研究團隊6月20日上午在

「C-Hub成大創意基地」舉辦一週年成果發表會。

2018-06-26   台日跨國合作衛星任務 成大研發太空科學儀器飛行體順利遞交
成大太空與電漿科學所副教授陳炳志率領研究團隊，參與日本國際合作微衛星RISEsat任務，自主研發的

太空科學儀器「雙通道光學瞬變相機（Dual-Band Optical Transient Camera,簡稱DOTCam）」飛行體，在6

月19日交付日本東北大學，建立任務重要里程碑。

2018-06-15    成大與麻省首度新創交流 商用無人機高科技演示
來自美國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MIT）的Top Flight Technologies，15日首次到訪國立成功大學，與成大航

太系進行商用無人機的演示交流。

2018-06-15    成大與東京電力攜手合作 發展前瞻智慧能源科技
成功大學與國際知名的日本東京電力電網集團（TEPCO PG），6月15日簽署「跨國產學研發合作備忘

錄」，將攜手設立研發中心，以臺南沙崙為實驗場域，共同建構高附加價值的能源服務創新模式。

2018-06-21    關注偏遠地區產檢需求 成大榮獲國際醫材設計大賽銀牌
成功大學工學院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方佑華，帶領學生趙貴賢、楊皓鈞、李孟宸、陳珮甄、林聖

育，以及技術協助的李沛勳、林品成共7名學生，結合成大醫院婦產科醫師蔡佩穎組成SkyPrenatal團隊，

前往捷克布拉格參加國際生物醫學工程聯盟（IFMBE）國際學生醫材設計大賽，榮獲銀牌獎。

2018-06-19    工業4.0與教育結合 成大「智慧製造創新中心」開幕啟用
成大工學院率全國大專校院之先，引入德國知名大廠BOSCH（博世）「mMS4.0 training system – 模組化

之機電一體培訓系統」在自強校區科技大樓設立「智慧製造創新中心」，6月19日開幕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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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8月校園大事記

7月July

2018-07-11    致力生態城鄉實踐成大都計系舉辦跨校交流工作坊
成功大學「SDG11生態城鄉實踐跨校交流工作坊」，以「土地使用因應氣候變遷－韌性城市」為主題，邀

請清華大學、政治大學、臺北大學等專家學者，進行各校成果展示分享交流、跨校分組討論。

2018-07-24    成大與農委會水試所簽約 資源共享培育人才
成功大學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7月24日簽署「學術與教育合作」協議書，雙方將共同規劃學術

研討會、推動聯合研究計畫、共同舉辦推廣和教育活動、交換出版刊物及其他相關學術出版品等。

2018-07-02    《Cheers》雜誌「2018年EMBA評價調查」 成大「選校評價」最佳
《Cheers》雜誌「2018年3000大企業經理人EMBA評價調查」，成功大學EMBA在「選校評價」上獲得第

一名。

2018-07-17    偉喬生醫新廠落成暨登錄創櫃 成大育成新創事業再創佳績
國立成功大學育成孵化新創事業的成果再添佳績，由成功大學技轉育成中心輔導育成的偉喬生醫，斥資數

千萬元打造的新廠坐落臺南市永康區，16日舉行新廠落成儀式。

2018-07-12    走出校園 成大與台大師生建造安平新漂浮地景
由成功大學建築系、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與臺灣大學土木系60多位師生合作，進行建築、結構、漂浮、

與水上植栽結合之漂浮垂直花園實作，跨校與跨系的創新課程開啟了大學教育新的可能性。

2018-07-31    2018「SATU」嶄新Local Chapter活動 拉近距離回響熱烈
臺灣與東南亞暨南亞大學校長論壇（SATU），2018年開啟了嶄新活絡各國會員校交流的local chapter活

動，跨國多校不同背景學者、專家，就同一主題進行討論、交流與分析。

2018-07-02    成大建築系師生活化東寧校區閒置舊宿舍
讓老屋再現生命力！成大建築系大一學生走出教室，實際操作機具，利用４週課程時間，將東寧99、101

號舊宿舍賦予設計感與生機。

2018-07-16    成大劉嚴文醫師「幹細胞」研究刊登Nature Biotechnology
成大醫學院內科部臨床醫學副教授劉嚴文醫師參與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Professor Charles E. Murry「幹細

胞與再生醫學研究中心」團隊，於2018年7月在國際級旗艦期刊Nature Biotechnology （自然－生物科技）

發表研究論文，證實在發生心肌梗塞的猴子心臟移植「胚胎幹細胞分化的心臟肌肉細胞」，可以成功地讓

心肌梗塞的猴子再生出新的心臟肌肉，修復受損嚴重的心臟並恢復功能。

1 2



8月A
ugust

2018-08-03    成大醫學院「第二研究大樓」動土 聚焦發展高齡醫學
成大醫學院創設35年邁向新里程碑！新建工程「醫學院第二研究大樓」8月3日隆重動土。

2018-08-22    成大物理系楊毅與美國團隊研究 登全球第38個最有趣發現
成功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楊毅領導研發團隊參與美國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 

BNL）STAR實驗組，其中一項研究被美國著名科學雜誌Discover magazine（發現），列入「2017年100個

最有趣的發現」第38名。

2018-08-10    新加坡醫療產學團隊訪成大交流醫療新創之路
來自新加坡的12位醫療產學代表，於8月8日至10日造訪國立成功大學，期望能建立與國立成功大學交換

學生的合作機制，並讓交換生能至健康照護產業或機構實習及鏈結，甚至提供新創事業的養成課程。

2018-08-16    成大航太系教授鄭金祥 獲「國際宇宙航行科學院」院士
成大航空太空工程暨能源工程國際學程教授鄭金祥，2018年7月獲「國際宇宙航行科學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Astronautics，IAA）」院士榮譽，在國際學術界為臺灣增光。

2018-08-09    將科學導入大學社會實踐 成大濱海與暨大埔里USR計畫交流
成功大學臺南濱海IMPACT計畫與暨南國際大學綠色水沙連的USR計畫團隊於8月2日進行跨校交流。

2018-08-09    2018 次世代健康照護之創意教學教育論壇
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智慧創新高值醫材教學推動中心，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

學工程學系與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共同舉辦「2018 Educational forum on creative teaching for future 

healthcare 次世代健康照護之創意教學教育論壇」。

2018-08-13    世界盃智慧機器人運動大賽 成大David獲全能賽總冠軍
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系特聘教授李祖聖率領aiRobots實驗室團隊，參加「2018第23屆FIRA世界盃智慧機器人

運動大賽」，以新一代大型人形機器人David，榮獲智慧大型人形機器人All-Round全能賽總冠軍。

2018-08-09    獨子車禍離世父母捐給成大500萬獎學金
成功大學機械系同學邱紹亨不幸車禍離世，父母懷念愛子，感念他求學期間與同學的情誼以及對成大校

園的熱愛，成立「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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