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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沈孟儒校⻑（左）致贈卸任校⻑紀念獎牌予蘇慧
貞校⻑（右）。

成功⼤學沈孟儒校⻑宣誓就任 引領師⽣鏈結校友建立全球最
有價值學術品牌

／

2023/2/2

　【記者孫宜秋、孫紹逸／南市報

導】國立成功⼤學今（1）⽇於光復校

區成功廳隆重舉辦新、卸任校⻑交接

典禮，在教育部政務次⻑劉孟奇的蒞

臨⾒證下，第18任校⻑沈孟儒從卸任

校⻑蘇慧貞⼿中接過印信，正式就任

成功⼤學校⻑。沈孟儒校⻑指出，成

功⼤學正處於風帆正滿、躍升精彩、

邁向百年的關鍵時期，未來擔任校⻑之際，將引領全校師⽣並鏈結世界各地校友，

建立全球最有價值的學術品牌，讓成功⼤學成為名副其實的全臺⾸學。

　成⼤新任校⻑沈孟儒就職演說中強調未來將以「躍昇精彩、邁向百年」為治校理

念與願景，包含四⼤躍升計畫與三個溫馨有感的基磐建設：以教育躍升及產學躍升

增加成功⼤學對社會貢獻的廣度，研究躍升與國際躍升提⾼成⼤的全球影響⼒，並

穩固扎根三⼤基磐建設：守護師⽣員⼯福祉、擴⼤學⽣學習資源及建立⼈文美感教

育基地，積極打造幸福有感的環境，進⼀步蛻變為國際頂尖⼤學。

　沈孟儒校⻑回顧成⼤⾃1931年立校，即以社會參與為⽬標，形塑特殊使命與學⽣

特質，在歷任校⻑的經營下，累積豐厚資源，在產業奠基、建設協⼒、城市共榮、

國防躍升、防疫堡壘等⾯向樹立典範。「成功⼤學有知識創新及產業鏈結的利基，

將與新任⾏政團隊，致⼒為學⽣和教職員⼯創造在台南、台灣和全世界有所作為的

機會，成為國家驕傲的無邊界⼤學。」

　教育部劉孟奇次⻑致詞時⾸先表達對蘇校⻑卸任的不捨與⾼興，指出「成功⼤學

是教育部的重要夥伴，⽽蘇校⻑是教育部核⼼夥伴。」並細數8年來蘇校⻑任內開創

踏溯台南課程、成立跨領域的第⼗學院、配合國家政策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與智

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也在台南沙崙地區啟動重要建設，並於疫情期間貢獻良

多，卸任後教育部⼀定可以更加借重她。

　劉孟奇次⻑說，蘇校⻑的個性⽤閩南語形容就是「頂真」，無論是⾯對新冠疫情

考驗或2016年台南遭受⼤地震重創，都⼀再發揮⼤學的⼒量協助國家社會，累積台

南發展基礎。為此，劉孟奇次⻑期許並肯定新任校⻑沈孟儒接下印信所賦予的重責

⼤任後能不負使命，並說明沈孟儒校⻑清楚了解成⼤的需要，是遴選委員會認為最

適合帶領成⼤⾛向下個階段的⼈選。「務實是成⼤的校風，創新是成⼤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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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校⻑在教育研究、國際跟產學躍升都很有完整的理念。期待沈校⻑能貫徹理念，

以⼈為本，守護全體師⽣職員的⾝⼼健康，帶領成⼤更進⼀步。」

　現場產官學界⼈⼠雲集、氣氛熱絡，韓內兒科診所院⻑韓良誠代表貴賓致詞表

⽰，蘇慧貞校⻑當時在哈佛⼤學是非常傑出的教授，黃崑巖教授費盡⼼⼒才邀請蘇

校⻑回國，是成功⼤學之福。如今蘇校⻑成就廣為⼈知，其中規劃沙崙醫療創新園

區非常重要，更能瞭解蘇校⻑的眼光之⼤、之廣、之遠。⽽在籌備老⼈醫院的過程

中，韓良誠院⻑即發現沈孟儒校⻑擁有傾聽別⼈意⾒、具備同理⼼、忍辱負重等個

⼈特質，對其非常欣賞，並分享沈孟儒校⻑令他印象深刻的⼀席話：「⼤家都說國

際化要去學別⼈，為什麼別⼈的國際化不來學我們？」因此對沈校⻑引領成⼤躍昇

頂尖極具信⼼，期許沈校⻑未來帶著當仁不讓、捨我其誰的氣魄跟抱負，帶領全校

師⽣迎向成⼤百年、精彩躍昇。

　卸任校⻑蘇慧貞致詞時感謝所有教職員⼯⽣8年來的攜⼿同⾏，使成功⼤學在創新

教研實踐、永續共榮的教研模式與「促進包容性的永續⼯業化及推動創新」的世界

評比中名列前茅。「證明成⼤是⼀所在內外情勢艱難裡，仍堅守⾼等教育的理念與

視野，也證明了願景在、⼼智堅、天光總不遠的學校。」

　蘇慧貞校⻑指出，現在的成⼤被海內外產官學研⼈⼠器重，除了來⾃各界對成⼤

的信任與合作，也是90多年來、超過20萬名校友在世界各地⽤⽣命與⽣活實踐的成

果。演說中，蘇慧貞校⻑引⽤柏拉圖與邱吉爾的名⾔表⽰「世界的成⼤」必須培育

不僅是企業最愛，更能回應全球議題所需的世界公⺠，⽽她堅持的信念讓她認識了

成⼤的緣起，也與⼤家學習去準備不同的未來。歷經16年⾏政職務，到了卸任時

刻，蘇慧貞校⻑特別準備新的扣環以交接校⻑室鑰匙，並誠⼼祝福正直、堅毅、醫

者仁⼼、學經歷都充滿準備的沈校⻑初⼼不忘，帶領成⼤開啟全新的篇章。

　隨後，新任校⻑沈孟儒致送卸任蘇慧貞校⻑以「慧貞校⻑  榮耀成功」為題的紀念

獎牌及紀念禮品，感謝蘇校⻑8年來引領成⼤成為城市感動、國家驕傲的⼤學，接著

由成⼤全球校友總會陳其宏理事⻑、陳明智秘書⻑及成⼤校友聯絡中⼼陳寒濤執⾏

⻑代表全球校友總會，以及臺綜⼤系統校⻑王汎森院⼠分別致贈卸任校⻑紀念品，

感謝蘇校⻑⻑期卓越的貢獻。

　典禮中沈孟儒校⻑頒贈新任⼀級主管聘書、正式介紹⾏政團隊成員，包含：副校

⻑郭耀煌（兼任校友聯絡中⼼主任）、副校⻑莊偉哲（兼任產學創新總中⼼主

任）、副校⻑陳⽟女、副校⻑李俊璋（兼任發⾔⼈及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主任）、

助理副校⻑吳秉聲（兼任博物館館⻑）、秘書室主任秘書羅偉誠（兼任策略發展整

合室主任）、教務處教務⻑沈聖智、學⽣事務處學⽣事務⻑洪良宜、總務處總務⻑

吳建宏、圖書館館⻑王涵青、研究發展處研發⻑劉全璞、國際事務處國際事務⻑林

建宏、財務處財務⻑劉裕宏、計算機與網路中⼼主任陳培殷、藝術中⼼主任⾺敏

元、⽣物科技中⼼主任陳宗嶽、核⼼設施中⼼主任陳昭宇、通識教育中⼼主任李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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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文社會科學中⼼主任蔡群立、環境保護暨安全衛⽣中⼼主任黃良銘、附設⾼

級⼯業職業進修學校校務主任廖德祿。

　國立成功⼤學第18任校⻑沈孟儒，1966 年⽣，⾼雄醫學⼤學醫學系學⼠（1993

年），⽜津⼤學⽣理所博⼠（2002年），現為國立成功⼤學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特

聘教授。曾任國立成功⼤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院⻑、國立成功⼤學校務基⾦管理委員

會兼任委員、科技部醫學⽣化及藥理醫學學⾨兼任召集⼈、成⼤藥理學科暨研究所

兼任主任兼所⻑、成⼤醫學院研究分處兼任研究副院⻑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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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任校⻑ 沈孟儒宣誓就任

成⼤新任校⻑沈孟儒（左）與卸任校⻑

蘇慧貞（右）共同為成⼤創新傳承使

命。（記者洪瑞琴攝）

2023/02/02 05:30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成功⼤學第⼗八任校⻑沈孟儒昨⽇上任，他期許引領師⽣鏈結世界各地交朋友，成為國際頂
尖⼤學。

成功⼤學昨⽇舉辦新、卸任校⻑交接典禮，在教育部政務次⻑劉孟奇主持監交⾒證下，沈孟儒從卸任校⻑蘇慧貞⼿中接
過印信，副總統賴清德雖未出席會場，但也透過典禮中播放的「薪傳：合⼼同炬，成就共好」影片，以成⼤校友⾝分表
達祝福，對於未來的成⼤寄予厚望，如果能夠運⽤成⼤本⾝的條件，再加上國家的資源以及社會的⽀持，對未來的台灣
與國際社會作出貢獻。

沈︰建立最有價值學術品牌

沈孟儒致詞表⽰，成⼤正處於「風帆正滿、躍升精彩、邁向百年」的關鍵時期，任內將引領全校師⽣並鏈結世界各地校
友，建立全球最有價值的學術品牌，讓成⼤成為名副其實的「全台⾸學」。沈孟儒強調，守護師⽣員⼯福祉、擴⼤學⽣
學習資源及建立⼈文美感教育基地，先營造師⽣幸福有感，才能攜⼿締造成⼤國際頂尖，成為國家驕傲的無邊界⼤學。

蘇慧貞特別準備新扣環以交接校⻑室鑰匙，並誠⼼祝福正直、堅毅、醫者仁⼼、學經歷都充滿準備的沈校⻑初⼼不忘，
帶領成⼤開啟全新篇章。

教育部次⻑劉孟奇則以台語「頂真」形容蘇慧貞個性，細數她任內八年來創新培育⼈才，啟動台南沙崙地區重要建設，
並於疫情期間貢獻良多，「卸任後，教育部⼀定可以更加借重她」。

醫界⼤老韓良誠代表貴賓致詞表⽰，蘇慧貞校⻑任內規劃沙崙醫療創新園區，顯⾒眼光宏遠，⽽在籌備老⼈醫院過程
中，發現沈孟儒校⻑擁有傾聽別⼈意⾒、具備同理⼼、忍辱負重等個⼈特質，⽽且主張「教育無他，愛與榜樣⽽已」，
令他非常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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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校⻑沈孟儒上任 賴清德祝福︰帶領學校為國際作出貢
獻

成⼤卸任校⻑蘇慧貞（左）、新任校⻑

沈孟儒（右）交接印信，由教育部政務

次⻑劉孟奇主持監交。（記者洪瑞琴

攝）

2023/02/01 17:44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國立成功⼤學今（1）⽇舉辦新、卸任校⻑交接典禮，在教育部政務次⻑劉孟奇主持監交⾒
證下，第18任校⻑沈孟儒從卸任校⻑蘇慧貞⼿中接過印信，正式就任成⼤校⻑。副總統賴清德也透過影片祝福成⼤為台
灣、為國際作出貢獻。

今天交接典禮先播放「薪傳：合⼼同炬，成就共好」暖⾝影片，介紹成⼤92年來每位校⻑帶領全校師⽣，貼緊時代脈動
在各個領域創造更⻑遠的卓越共好。副總統賴清德雖未出席會場，但也在影片中以成⼤校友⾝分表達祝福。他表⽰，成
⼤校訓是窮理致知，低調務實然後認真做事的校風，他對於未來的成⼤寄予厚望，如果能夠運⽤成⼤本⾝的條件，再加
上國家的資源以及社會的⽀持，能夠對未來的台灣做出更⼤貢獻，⽽這個貢獻可以給與國際社會。

沈孟儒致詞表⽰，成⼤正處於「風帆正滿、躍升精彩、邁向百年」的關鍵時期，任內將引領全校師⽣並鏈結世界各地校
友，建立全球最有價值的學術品牌，讓成⼤成為名副其實的「全台⾸學」。沈孟儒並強調，守護師⽣員⼯福祉、擴⼤學
⽣學習資源及建立⼈文美感教育基地，先營造師⽣幸福有感，才能攜⼿締造成⼤國際頂尖，成為國家驕傲的無邊界⼤
學。

歷經16年⾏政職務，到了卸任時刻，蘇慧貞特別準備新的扣環以交接校⻑室鑰匙，並誠⼼祝福正直、堅毅、醫者仁⼼、
學經歷都充滿準備的沈校⻑初⼼不忘，帶領成⼤開啟全新篇章。

教育部次⻑劉孟奇則以台語「頂真」形容蘇慧貞個性，細數她任內8年來創新培育⼈才、配合國家政策成立智慧半導體
及永續製造學院、啟動台南沙崙地區重要建設，並於疫情期間貢獻良多，「卸任後，教育部⼀定可以更加借重她」。

醫界⼤老韓良誠代表貴賓致詞表⽰，蘇慧貞校⻑任內規劃沙崙醫療創新園區，顯⾒眼光宏遠，⽽在籌備老⼈醫院過程
中，他也發現沈孟儒校⻑擁有傾聽別⼈意⾒、具備同理⼼、忍辱負重等個⼈特質，⽽且主張「教育無他，愛與榜樣⽽
已」，令他非常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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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任校⻑沈孟儒（左）與卸任校⻑

蘇慧貞（右）交棒薪傳。（記者洪瑞琴

攝）

國立成功⼤學今⽇舉辦新、卸任校⻑交

接典禮，副總統賴清德透過影片祝福成

⼤為台灣、為國際作出貢獻。（影片擷

⾃成⼤「薪傳：合⼼同炬，成就共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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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任校⻑沈孟儒（左），醫界⼤老

韓良誠教授（右）勉勵嘉許。（記者洪

瑞琴攝）

國立成功⼤學今⽇舉辦新、卸任校⻑交

接典禮，各界貴賓出席盛會。（記者洪

瑞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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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貞卸任成⼤校⻑ 下⼀步要做這件事

原成⼤校⻑蘇慧貞卸任後，是否更上⼀

層樓，外界關注。（記者洪瑞琴攝）

2023/02/01 17:00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2024⺠進黨熱⾨總統⼈選賴清德，副⼿搭檔會是誰？外傳原成⼤校⻑蘇慧貞是徵詢對象之
⼀，之前更被外界點名是教育部⻑熱⾨⼈選。今（1）⽇她被問到「德慧配」這件事，直說仍是留在學校教書，「校⻑
卸任後，我不會有新聞啦」，避談有沒有被徵詢。

成⼤今⽇舉⾏新任校⻑沈孟儒、卸任校⻑蘇慧貞交接典禮，會後媒體關切詢問蘇慧貞是否更上⼀層樓？蘇慧貞笑語答說
「不可能」，「仍留在學校教書，不然還能做什麼？」⾯對媒體追問，她避⽽不談。

與會的南市立委王定宇說，今天是副總統賴清德⾝兼⺠進黨主席第1次主持中常會，他跟賴主席請假獲准，理由是要參
加蘇校⻑卸任交接典禮，賴主席欣然同意。王定宇認為，賴清德整頓改⾰黨務為先，可能還未思考到副⼿搭檔⼈選，但
是蘇慧貞會在其「⼝袋名單」內。

蘇慧貞在交接典禮致詞上，主動提到⼤家會關⼼她卸任後要做什麼，「我喜歡⼀⽣中都有新的夢想，千⼭萬⽔隨意⾏
去」，「不管清晨指引了什麼⽅向，喜歡停留、喜歡⻑久，喜歡在園裡種下千棵果樹，靜待冬雷、夏雨、春花、秋
實」、 「喜歡⽣命裡只有單純的盼望，只有⼀種安定的緩慢成⻑。」

蘇慧貞也感性說，難有機遇與福份服務成⼤，校園晨昏與⼀草⼀⽊都是令⼈喜悅溫暖顏⾊，感謝成⼤全體師⽣包容與家
⼈全⼒⽀持，讓她可以「永遠以校為家的⽣活」，⾝上若有美好的元素，來⾃⽗⺟親養育給于，說到情深處不禁哽咽。
她並以「天空海闊，雲⽔仍相逢」、「我們對世界美好期待與努⼒，永如初想⾒」為卸任後⼼境寫照。

蘇慧貞為哈佛⼤學公衛學院環境衛⽣科學博⼠畢業，⾃2015年2⽉任成⼤校⻑⾄今年1⽉底，卸任後，成⼤環境醫學研究
所特聘教授；翻開豐富學經歷，她也是中華⺠國斐陶斐榮譽會員（代表哲學、⼯學、理學頂尖）。

前成⼤校⻑蘇慧貞學經歷豐富，學⽣時

代亦是頂尖，斐陶斐榮譽會員。（擷⾃

成⼤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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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任沈孟儒校⻑（左）致贈卸任校⻑紀念獎牌予蘇慧貞校⻑（右）。(成⼤提供／曹婷婷台南傳真)

成大校長新校長沈孟儒上任 蘇慧貞卸任「下一步」受關注
中時 曹婷婷19:51 2023/02/01

國立成功⼤學1⽇舉辦新、卸任校⻑交接典禮，卸任校⻑蘇慧貞未來動向受到關注，她之前曾被外界點名是教育部⻑

熱⾨⼈選，先前也屢有入閣傳聞，因與賴清德交好，現也傳出可能更上⼀層樓，成為賴的副⼿⼈選，對此，蘇慧貞回

應「不可能」，避談有無被徵詢，僅強調仍將繼續教書。

成功⼤學第18任校⻑沈孟儒（左）從卸任校⻑蘇慧貞（右）⼿中接過印信。(成⼤提供／曹婷婷台南傳真)

成⼤今天舉辦新、卸任校⻑交接典禮，在教育部政務次⻑劉孟奇的蒞臨⾒證下，第18任校⻑沈孟儒從卸任校⻑蘇慧貞

⼿中接過印信，正式就任成功⼤學校⻑。沈孟儒指出，成功⼤學正處於風帆正滿、躍升精彩、邁向百年的關鍵時期，

未來擔任校⻑之際，將引領全校師⽣並鏈結世界各地校友，建立全球最有價值的學術品牌，讓成功⼤學成為名副其實

的全台⾸學。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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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賴清德也透過影片祝福成⼤為台灣、為國際作出貢獻，他表⽰，成⼤校訓是窮理致知，低調務實然後認真做事

的校風，他對於未來的成⼤寄予厚望，如能運⽤成⼤本⾝條件，再加上國家資源以及社會⽀持，成⼤能夠對未來的台

灣做出更⼤貢獻。

由於蘇慧貞是成⼤⾸位女校⻑，校⻑任期8年來，與時任台南市⻑的賴清德建立交情，賴清德後來北上接任⾏政院

⻑，當時⼀度盛傳蘇慧貞可能入閣。教育部次⻑劉孟奇今天以台語「頂真」形容蘇慧貞個性，細數她任內配合國家政

策成立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啟動台南沙崙地區重要建設，疫情期間貢獻良多。

醫界⼤老韓良誠致詞說，蘇慧貞任內規畫沙崙醫療創新園區，顯⾒眼光宏遠，⽽在籌備老⼈醫院過程中，他也發現沈

孟儒校⻑擁有傾聽別⼈意⾒、具備同理⼼、忍辱負重等個⼈特質，⽽且主張「教育無他，愛與榜樣⽽已」，令他非常

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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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第18任校⻑沈孟儒宣誓就任　引領師⽣建立全球

最有價值學術品牌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3-02-01 18:07

成功⼤學2/1於光復校區成功廳隆重舉辦新、卸任校⻑交接典禮，在教育部政務次

⻑劉孟奇的⾒證下，第18任校⻑沈孟儒從卸任校⻑蘇慧貞⼿中接過印信，正式就

任成功⼤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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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孟儒校⻑指出，成功⼤學正處於風帆正滿、躍升精彩、邁向百年的關鍵時期，

未來擔任校⻑之際，將引領全校師⽣並鏈結世界各地校友，建立全球最有價值的

學術品牌，讓成功⼤學成為名副其實的全臺⾸學。

教育部劉孟奇次⻑致詞表⽰，8年來蘇校⻑任內開創踏溯台南課程、成立跨領域的

第⼗學院、配合國家政策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與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

也在台南沙崙地區啟動重要建設，並於疫情期間貢獻良多，卸任後教育部⼀定可

以更加借重她。

劉孟奇次⻑期許並肯定新任校⻑沈孟儒接下印信所賦予的重責⼤任後能不負使

命，並說明沈孟儒校⻑清楚了解成⼤的需要，是遴選委員會認為最適合帶領成⼤

⾛向下個階段的⼈選。

卸任校⻑蘇慧貞感謝所有教職員⼯⽣，8年來的攜⼿同⾏，使成功⼤學在創新教研

實踐、永續共榮的教研模式與「促進包容性的永續⼯業化及推動創新」的世界評

比中名列前茅。

沈孟儒校⻑頒贈新任⼀級主管聘書、正式介紹⾏政團隊成員，包含：副校⻑郭耀

煌（兼任校友聯絡中⼼主任）、副校⻑莊偉哲（兼任產學創新總中⼼主任）、副

校⻑陳⽟女、副校⻑李俊璋（兼任發⾔⼈及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主任）、助理副

校⻑吳秉聲（兼任博物館館⻑）、秘書室主任秘書羅偉誠（兼任策略發展整合室

主任）、教務處教務⻑沈聖智、學⽣事務處學⽣事務⻑洪良宜、總務處總務⻑吳

建宏、圖書館館⻑王涵青、研究發展處研發⻑劉全璞、國際事務處國際事務⻑林

建宏、財務處財務⻑劉裕宏、計算機與網路中⼼主任陳培殷、藝術中⼼主任⾺敏

元、⽣物科技中⼼主任陳宗嶽、核⼼設施中⼼主任陳昭宇、通識教育中⼼主任李

約亨、⼈文社會科學中⼼主任蔡群立、環境保護暨安全衛⽣中⼼主任黃良銘、附

設⾼級⼯業職業進修學校校務主任廖德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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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新任校長沈孟儒宣誓就任　引領師生鏈結
校友建立全球最有價值學術品牌

▲國立成功大學舉辦新、卸任校長交接典禮，在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的蒞臨見證下，第18任

校長沈孟儒從卸任校長蘇慧貞手中接過印信，正式就任成功大學校長。（圖／記者林悅翻攝，

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國立成功大學1日於光復校區成功廳隆重舉辦新、卸任校長交接典禮，在教育部政

務次長劉孟奇的蒞臨見證下，第18任校長沈孟儒從卸任校長蘇慧貞手中接過印

信，正式就任成功大學校長。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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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

沈孟儒校長指出，成功大學正處於風帆正滿、躍升精彩、邁向百年的關鍵時期，

未來擔任校長之際，將引領全校師生並鏈結世界各地校友，建立全球最有價值的

學術品牌，讓成功大學成為名副其實的全臺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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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新任校長沈孟儒就職演說中強調，未來將以「躍昇精彩、邁向百年」為治校

理念與願景，包含四大躍升計畫與三個溫馨有感的基磐建設：以教育躍升及產學

躍升增加成功大學對社會貢獻的廣度，研究躍升與國際躍升提高成大的全球影響

力，並穩固扎根三大基磐建設：守護師生員工福祉、擴大學生學習資源及建立人

文美感教育基地，積極打造幸福有感的環境，進一步蛻變為國際頂尖大學。

沈孟儒校長回顧成大自1931年立校，即以社會參與為目標，形塑特殊使命與學生

特質，在歷任校長的經營下，累積豐厚資源，在產業奠基、建設協力、城市共

榮、國防躍升、防疫堡壘等面向樹立典範。「成功大學有知識創新及產業鏈結的

利基，將與新任行政團隊，致力為學生和教職員工創造在台南、台灣和全世界有

所作為的機會，成為國家驕傲的無邊界大學。」

教育部劉孟奇次長首先表達對蘇校長卸任的不捨與高興，指出「成功大學是教育

部的重要夥伴，而蘇校長是教育部核心夥伴。」並細數8年來蘇校長任內開創踏溯

台南課程、成立跨領域的第10學院、配合國家政策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與智慧

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也在台南沙崙地區啟動重要建設，並於疫情期間貢獻良

多，卸任後教育部一定可以更加借重她。

[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

劉孟奇次長說，蘇校長的個性用閩南語形容就是「頂真」，無論是面對新冠疫情

考驗或2016年台南遭受大地震重創，都一再發揮大學的力量協助國家社會，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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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發展基礎。為此，劉孟奇次長期許並肯定新任校長沈孟儒接下印信所賦予的

重責大任後能不負使命，並說明沈孟儒校長清楚了解成大的需要，是遴選委員會

認為最適合帶領成大走向下個階段的人選。「務實是成大的校風，創新是成大的

未來，而沈校長在教育研究、國際跟產學躍升都很有完整的理念。期待沈校長能

貫徹理念，以人為本，守護全體師生職員的身心健康，帶領成大更進一步。」

現場產官學界人士雲集、氣氛熱絡，韓內兒科診所院長韓良誠代表貴賓致詞表

示，蘇慧貞校長當時在哈佛大學是非常傑出的教授，黃崑巖教授費盡心力才邀請

蘇校長回國，是成功大學之福。如今蘇校長成就廣為人知，其中規劃沙崙醫療創

新園區非常重要，更能瞭解蘇校長的眼光之大、之廣、之遠。而在籌備老人醫院

的過程中，韓良誠院長即發現沈孟儒校長擁有傾聽別人意見、具備同理心、忍辱

負重等個人特質，對其非常欣賞，並分享沈孟儒校長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席話：

「大家都說國際化要去學別人，為什麼別人的國際化不來學我們？」因此對沈校

長引領成大躍昇頂尖極具信心，期許沈校長未來帶著當仁不讓、捨我其誰的氣魄

跟抱負，帶領全校師生迎向成大百年、精彩躍昇。

卸任校長蘇慧貞致詞時感謝所有教職員工生8年來的攜手同行，使成功大學在創新

教研實踐、永續共榮的教研模式與「促進包容性的永續工業化及推動創新」的世

界評比中名列前茅。「證明成大是一所在內外情勢艱難裡，仍堅守高等教育的理

念與視野，也證明了願景在、心智堅、天光總不遠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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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貞校長指出，現在的成大被海內外產官學研人士器重，除了來自各界對成大

的信任與合作，也是90多年來、超過20萬名校友在世界各地用生命與生活實踐的

成果。演說中，蘇慧貞校長引用柏拉圖與邱吉爾的名言表示「世界的成大」必須

培育不僅是企業最愛，更能回應全球議題所需的世界公民，而她堅持的信念讓她

認識了成大的緣起，也與大家學習去準備不同的未來。歷經16年行政職務，到了

卸任時刻，蘇慧貞校長特別準備新的扣環以交接校長室鑰匙，並誠心祝福正直、

堅毅、醫者仁心、學經歷都充滿準備的沈校長初心不忘，帶領成大開啟全新的篇

章。

隨後，新任校長沈孟儒致送卸任蘇慧貞校長以「慧貞校長．榮耀成功」為題的紀

念獎牌及紀念禮品，感謝蘇校長8年來引領成大成為城市感動、國家驕傲的大學，

接著由成大全球校友總會陳其宏理事長、陳明智秘書長及成大校友聯絡中心陳寒

濤執行長代表全球校友總會，以及臺綜大系統校長王汎森院士分別致贈卸任校長

紀念品，感謝蘇校長長期卓越的貢獻。



2023/2/2 上午10:52 成⼤新任校⻑沈孟儒宣誓就任　引領師⽣鏈結校友建立全球最有價值學術品牌 | ETtoday⽣活新聞 | ETtoday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30202/2431967.htm 6/8

典禮中沈孟儒校長頒贈新任一級主管聘書、正式介紹行政團隊成員，包含：副校

長郭耀煌（兼任校友聯絡中心主任）、副校長莊偉哲（兼任產學創新總中心主

任）、副校長陳玉女、副校長李俊璋（兼任發言人及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主

任）、助理副校長吳秉聲（兼任博物館館長）、秘書室主任秘書羅偉誠（兼任策

略發展整合室主任）、教務處教務長沈聖智、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長洪良宜、總

務處總務長吳建宏、圖書館館長王涵青、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劉全璞、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長林建宏、財務處財務長劉裕宏、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陳培殷、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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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馬敏元、生物科技中心主任陳宗嶽、核心設施中心主任陳昭宇、通識教

育中心主任李約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蔡群立、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主

任黃良銘、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校務主任廖德祿。

國立成功大學第18任校長沈孟儒，1966 年生，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1993

年），牛津大學生理所博士（2002年），現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曾任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兼任委員、科技部醫學生化及藥理醫學學門兼任召集人、成大藥理學科暨

研究所兼任主任兼所長、成大醫學院研究分處兼任研究副院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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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學18任校⻑沈孟儒宣誓就任 引領師⽣打造學術品牌

成功⼤學第18任校⻑沈孟儒（右），在在教育部政務次⻑劉孟奇的蒞臨⾒證下，從卸任校⻑蘇慧

貞（左）⼿中接過印信。成⼤提供

本⽂共880字

2023/02/01 16:04:00

經濟⽇報	張傑

成功⼤學1⽇於光復校區成功廳隆重舉辦新、卸任校⻑交接典禮，在教育部政務次⻑劉孟奇的蒞臨⾒證下，第18任校⻑沈

孟儒從卸任校⻑蘇慧貞⼿中接過印信，正式就任成功⼤學校⻑，現場產官學界⼈⼠雲集、簡單隆重。

教育部劉孟奇次⻑表⽰，⾸先表達對蘇校⻑卸任的不捨與⾼興，指出「成功⼤學是教育部的重要夥伴，⽽蘇校⻑是教育

部核⼼夥伴。」並細數8年來蘇校⻑任內開創踏溯台南課程、成⽴跨領域的第⼗學院、配合國家政策成⽴敏求智慧運算學

院與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也在台南沙崙地區啟動重要建設，並於疫情期間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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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任校⻑沈孟儒校⻑指出，成功⼤學正處於⾵帆正滿、躍升精彩、邁向百年的關鍵時期，未來擔任校⻑之際，將引

領全校師⽣並鏈結世界各地校友，建⽴全球最有價值的學術品牌，讓成功⼤學成為名副其實的全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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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校⻑沈孟儒。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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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孟儒說，未來將以「躍昇精彩、邁向百年」為治校理念與願景，包含四⼤躍升計畫與三個溫馨有感的基磐建設，以教

育躍升及產學躍升增加成功⼤學對社會貢獻的廣度，研究躍升與國際躍升提⾼成⼤的全球影響⼒，並穩固扎根三⼤基磐

建設，守護師⽣員⼯福祉、擴⼤學⽣學習資源及建⽴⼈⽂美感教育基地，積極打造幸福有感的環境，進⼀步蛻變為國際

頂尖⼤學。

卸任校⻑蘇慧貞表⽰，感謝所有教職員⼯⽣8年來的攜⼿同⾏，使成功⼤學在創新教研實踐、永續共榮的教研模式與「促

進包容性的永續⼯業化及推動創新」的世界評⽐中名列前茅，證明成⼤是⼀所在內外情勢艱難裡，仍堅守⾼等教育的理

念與視野，也證明了願景在、⼼智堅、天光總不遠的學校。

蘇慧貞校⻑指出，現在的成⼤被海內外產官學研⼈⼠器重，除了來⾃各界對成⼤的信任與合作，也是90多年來、超過20

萬名校友在世界各地⽤⽣命與⽣活實踐的成果。蘇慧貞校⻑引⽤柏拉圖與邱吉爾的名⾔表⽰「世界的成⼤」必須培育不

僅是企業最愛，更能回應全球議題所需的世界公⺠，⽽她堅持的信念讓她認識了成⼤的緣起，也與⼤家學習去準備不同

的未來，歷經16年⾏政職務，到了卸任時刻，蘇慧貞校⻑特別準備新的扣環以交接校⻑室鑰匙，並誠⼼祝福正直、堅

毅、醫者仁⼼、學經歷都充滿準備的沈校⻑初⼼不忘，帶領成⼤開啟全新的篇章。

卸任蘇慧貞校⻑致詞。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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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孟儒校⻑頒贈新任⼀級主管聘書。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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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成功⼤學沈孟儒校⻑宣誓就任　引領師⽣鏈結校友建立全球最
有價值學術品牌
Posted By: TainanTalk  ⼆⽉ 1, 2023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國立成功⼤學今（1）⽇於光復校區成功廳隆重舉辦新、卸任校⻑交接典禮，在教育部政務次⻑劉孟奇⾒證下，第18任校⻑
沈孟儒從卸任校⻑蘇慧貞⼿中接過印信，正式就任成功⼤學校⻑。沈孟儒校⻑指出，成功⼤學正處於風帆正滿、躍升精彩、邁向百年的關鍵時期，
來擔任校⻑之際，將引領全校師⽣並鏈結世界各地校友，建立全球最有價值的學術品牌，讓成功⼤學成為名副其實的全臺⾸學。

（圖說）成功⼤學第18任校⻑沈孟儒（左）在教育部政務次⻑劉孟奇（中）⾒證下，從卸任校⻑蘇慧貞（右）⼿中接過印信，正式就任成功⼤學校
⻑。（記者鄭德政攝）
成⼤新任校⻑沈孟儒就職演說中強調，未來將以「躍昇精彩、邁向百年」為治校理念與願景，包含四⼤躍升計畫與三個溫馨有感的基磐建設：以教
躍升及產學躍升增加成功⼤學對社會貢獻的廣度，研究躍升與國際躍升提⾼成⼤的全球影響⼒，並穩固扎根三⼤基磐建設：守護師⽣員⼯福祉、擴
學⽣學習資源及建立⼈文美感教育基地，積極打造幸福有感的環境，進⼀步蛻變為國際頂尖⼤學。

（圖說）教育部劉孟奇次⻑（左）頒贈聘書予沈孟儒校⻑（右）。（記者鄭德政攝）
沈孟儒校⻑回顧成⼤⾃1931年立校，即以社會參與為⽬標，形塑特殊使命與學⽣特質，在歷任校⻑的經營下，累積豐厚資源，在產業奠基、建設協
⼒、城市共榮、國防躍升、防疫堡壘等⾯向樹立典範。「成功⼤學有知識創新及產業鏈結的利基，將與新任⾏政團隊，致⼒為學⽣和教職員⼯創造在
台南、台灣和全世界有所作為的機會，成為國家驕傲的無邊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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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教育部劉孟奇次⻑（左）頒贈紀念獎牌予蘇慧貞校⻑（右）。（記者鄭德政攝）
教育部次⻑劉孟奇致詞時，⾸先表達對蘇校⻑卸任的不捨與⾼興，指出「成功⼤學是教育部的重要夥伴，⽽蘇校⻑是教育部核⼼夥伴。」並細數8年
來蘇校⻑任內開創踏溯台南課程、成立跨領域的第⼗學院、配合國家政策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與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也在台南沙崙地區
動重要建設，並於疫情期間貢獻良多，卸任後教育部⼀定更加借重她。

（圖說）新任沈孟儒校⻑（左）致贈卸任校⻑紀念獎牌予蘇慧貞校⻑（右）。（記者鄭德政攝）
劉孟奇次⻑說，蘇校⻑的個性⽤閩南語形容就是「頂真」，無論是⾯對新冠疫情考驗或2016年台南遭受⼤地震重創，都⼀再發揮⼤學的⼒量協助國
家社會，累積台南發展基礎。劉孟奇次⻑期許並肯定新任校⻑沈孟儒接下印信所賦予的重責⼤任後能不負使命，並說明沈孟儒校⻑清楚了解成⼤的
要，是遴選委員會認為最適合帶領成⼤⾛向下個階段的⼈選。務實是成⼤的校風，創新是成⼤的未來，⽽沈校⻑在教育研究、國際跟產學躍升都很有
完整的理念。期待沈校⻑能貫徹理念，以⼈為本，守護全體師⽣職員的⾝⼼健康，帶領成⼤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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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全球校友總會陳其宏理事⻑（右⼆）、陳明智秘書⻑（左⼆）及本校校友聯絡中⼼陳寒濤執⾏⻑（左⼀）代表全球校友總會致贈卸任校
⻑蘇慧貞（右⼀）紀念品，感謝蘇校⻑⻑期卓越的貢獻。（記者鄭德政攝）
現場產官學界⼈⼠雲集、氣氛熱絡，韓內兒科診所院⻑韓良誠代表貴賓致詞表⽰，蘇慧貞校⻑當時在哈佛⼤學是非常傑出的教授，黃崑巖教授費盡⼼
⼒才邀請蘇校⻑回國，是成功⼤學之福。如今蘇校⻑成就廣為⼈知，其中規劃沙崙醫療創新園區非常重要，更能瞭解蘇校⻑的眼光之⼤、之廣、之
遠。⽽在籌備老⼈醫院過程中，韓良誠發現沈孟儒校⻑擁有傾聽別⼈意⾒、具備同理⼼、忍辱負重等個⼈特質，對其非常欣賞，並分享沈孟儒校⻑令
他印象深刻的⼀席話：「⼤家都說國際化要去學別⼈，為什麼別⼈的國際化不來學我們？」因此對沈校⻑引領成⼤躍昇頂尖極具信⼼，期許沈校⻑
來帶著當仁不讓、捨我其誰的氣魄跟抱負，帶領全校師⽣迎向成⼤百年、精彩躍昇。

（圖說）成功⼤學新卸任⼀級主管⼤合影。（記者鄭德政攝）
卸任校⻑蘇慧貞致詞時感謝所有教職員⼯⽣8年來的攜⼿同⾏，使成功⼤學在創新教研實踐、永續共榮的教研模式與「促進包容性的永續⼯業化及推
動創新」的世界評比中名列前茅。證明成⼤是⼀所在內外情勢艱難裡，仍堅守⾼等教育的理念與視野，也證明願景在、⼼智堅、天光總不遠的學校
蘇慧貞校⻑指出，現在的成⼤被海內外產官學研⼈⼠器重，除了來⾃各界對成⼤的信任與合作，也是90多年來、超過20萬名校友在世界各地⽤⽣命
與⽣活實踐的成果。演說中，蘇慧貞校⻑引⽤柏拉圖與邱吉爾的名⾔表⽰：「世界的成⼤」必須培育不僅是企業最愛，更能回應全球議題所需的世
公⺠，⽽她堅持的信念讓她認識成⼤的緣起，也與⼤家學習去準備不同的未來。歷經16年⾏政職務，到了卸任時刻，蘇慧貞校⻑特別準備新的扣環
以交接校⻑室鑰匙，並誠⼼祝福正直、堅毅、醫者仁⼼、學經歷都充滿準備的沈校⻑初⼼不忘，帶領成⼤開啟全新的篇章。
隨後，新任校⻑沈孟儒致送卸任蘇慧貞校⻑以「慧貞校⻑ 榮耀成功」為題的紀念獎牌及紀念禮品，感謝蘇校⻑8年來引領成⼤成為城市感動、國家驕
傲的⼤學，接著由成⼤全球校友總會陳其宏理事⻑、陳明智秘書⻑及成⼤校友聯絡中⼼陳寒濤執⾏⻑代表全球校友總會，以及臺綜⼤系統校⻑王汎森
院⼠分別致贈卸任校⻑紀念品，感謝蘇校⻑⻑期卓越的貢獻。
典禮中沈孟儒校⻑頒贈新任⼀級主管聘書、正式介紹⾏政團隊成員，包含：副校⻑郭耀煌（兼任校友聯絡中⼼主任）、副校⻑莊偉哲（兼任產學創新
總中⼼主任）、副校⻑陳⽟女、副校⻑李俊璋（兼任發⾔⼈及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主任）、助理副校⻑吳秉聲（兼任博物館館⻑）、秘書室主任秘
羅偉誠（兼任策略發展整合室主任）、教務處教務⻑沈聖智、學⽣事務處學⽣事務⻑洪良宜、總務處總務⻑吳建宏、圖書館館⻑王涵青、研究發展
研發⻑劉全璞、國際事務處國際事務⻑林建宏、財務處財務⻑劉裕宏、計算機與網路中⼼主任陳培殷、藝術中⼼主任⾺敏元、⽣物科技中⼼主任陳宗
嶽、核⼼設施中⼼主任陳昭宇、通識教育中⼼主任李約亨、⼈文社會科學中⼼主任蔡群立、環境保護暨安全衛⽣中⼼主任黃良銘、附設⾼級⼯業職
進修學校校務主任廖德祿。
國立成功⼤學第18任校⻑沈孟儒，1966 年⽣，⾼雄醫學⼤學醫學系學⼠（1993年），⽜津⼤學⽣理所博⼠（2002年），現為國立成功⼤學醫學院藥
理學研究所特聘教授。曾任國立成功⼤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院⻑、國立成功⼤學校務基⾦管理委員會兼任委員、科技部醫學⽣化及藥理醫學學⾨兼任召
集⼈、成⼤藥理學科暨研究所兼任主任兼所⻑、成⼤醫學院研究分處兼任研究副院⻑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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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新校長沈孟儒，為何一上任就要給學生放假？
gvm.com.tw/article/99207

文 / 馮紹恩    攝影 / 張智傑
2023-02-01

瀏覽數 3,300+

圖／國立成功大學新任校長沈孟儒。張智傑攝

2月1日新上任的成功大學校長沈孟儒，首度接受《遠見》雜誌專訪。這
是成大第一次選出臨床醫師背景的校長。他上任後，為何提出創新的學
生「放假」福利？他為何又說，當學生畢業，要問他們四個問題，只要
其中一個問題回答「yes」，就成功了？

一襲精實的西裝、俐落眼鏡與小平頭的裝扮，搭配大大陽光笑容，今天是成大第十八屆新
任校長沈孟儒第一天上任及交接典禮，包括教育部次長、台南市長黃偉哲，醫界人士等都
前往參加。

去年沈孟儒以黑馬之姿選上成大校長，讓外界對他十分好奇。事實上，他曾擔任成大醫院
院長，去年改競選成大校長，並選上成大校長。面對近百年歷史的成大，這幾年來，企業
對成大畢業生的表現也十分肯定，沈孟儒接棒後，要如何繼續帶領成大？關於這一點，有
他的堅持。

https://www.gvm.com.tw/article/99207
https://www.gvm.com.tw/author/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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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孟儒說，對他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想在學生即將畢業時，問他們這「四個問題」，若其
中有一題答了「yes」，沈孟儒就認為成功了。

與其談競爭力排名，不如先讓師生幸福有感開始

當全球高教這幾年面對國際排名、數位轉型、少子化等挑戰時，沈孟儒卻說，他認為校園
裡，最重要的就是老師跟學生。換言之，他心目中理想的大學校園，就是要讓師生都感受
到幸福與有感。

具體來說，什麼是「有感」？沈孟儒給出一個明確的指標；「當成大的學生畢業之後，不
論是大學或研究所學生，我一定要問他們這四個問題，如果這四題中有一題回答『yes』那
就代表成功了。」這四題分別是：

1. 你在成大就學，有沒有老師關心你？
 

2. 你有沒有碰到老師能啟發（inspire）你？給你夢想跟動力？
 

3. 有沒有碰到老師鼓勵（encourage）你？
 

4. 有沒有碰到哪些老師專心、認真上課的神情，令你特別感動？

為什麼沈孟儒定調這四個目標？而不是去競逐學校排名之類的成績？他回答，在世界百大
的學校之中，成大歷史不過短短百年不到；很多百年以上的名校之所以長存，最重要的就
是把師生照顧好。因此，與其去追逐排名，不如扎實把自己的地位穩固，而把學生教好就
是大學最重要的任務。

對他來說，只要師生都能夠在校園感受到滿意、幸福，久而久之成大就會形塑出自己的認
同，努力教育及研究的精進；時間一久，自然而然就會踏入百大的排名之內。

而上述這四個問題，就是他心目中理想大學校園應該帶給學生的價值；老師願意關心學
生、啟發學生、鼓勵學生，並且讓學生感受到堅持學術理想、熱愛研究的價值。

新作為1：打造一所人文素養濃厚風的校園

沈孟儒認為，如今學生進入大學就讀有兩個挑戰兩個需求，分別是：參與體驗學習的挑
戰、課堂上的挑戰（寫作能力等）、學用接軌（畢業即就業）需求及校園互動友善環境的
需求。

這些需求與挑戰，他希望未來成大校園，可以透過人文素養培養及專業能力來回應學生的
需求與挑戰；例如，在專業上，學校提供更多元的跨領域學習機會，像是財務管理的專
業，就可以搭配數據科學或電腦專長。

至於人文素養，他以去年哈佛大學校長畢業典禮上講的話為例，「你一定要留路給別人
走，你心裡有多寬，路就有多寬，你把自己的路放很大、旁邊的路就很小。」這樣的精
神，正是沈孟儒心中最重要的人文素養價值。

培養人文素養不只是課堂，空間也可以發揮作用。成大本來就是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未
來他希望可以打造一個更友善的校園；像是能夠加強成大的校園藝術展內容，讓整個大學
各處都充滿活動、藝術或展覽，並邀請市民一起參與，讓走在其中的學生跟市民都可以一
起體驗，「用空間來培養人文素養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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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新任校長沈孟儒（左）頒贈紀念獎牌予蘇慧貞校長（右），上題「慧貞校長 榮耀成
功」。成大提供

新作為2：要求完美的學生，給自己壓力愈大，給心理假讓他們可以放鬆

此外，醫學背景出身的他，上任後非常重視學生身心健康。他表示，如今大一新生，幾乎
都是高中畢業要上大學才開始離家，面對新環境，挑戰不斷接踵而來：從課業壓力、人際
關係到陌生環境，導致大學心理健康問題，成為這幾年各大學都不得不重視的心理衛生問
題。

他更指出，照目前教育部所規定，1200位學生配置一位輔導老師，數量上遠遠不夠符合學
生的需求，應該是從學生的需求反推回來，再搭配適當人力的輔導老師；「不一定要專
任，而是能夠陪伴。」若學生有緊急的需求，在24小時內一定要能給予支持。除此之外，
還要有適當的空間，

他解釋，一般的心理輔導室，可能學生不想走進去，擔心被貼上標籤。因此沈孟儒要重新
盤點、打造成大校園內的空間，「至少要有6到9個地點可以讓學生自由來去，而且空間要
溫暖。」這就是為什麼他希望打造一個人文素養氛圍的成大校園，降低學生學習壓力。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舉措是，給學生放心理假。沈孟儒理解，成大學生有滿多會給自己很高
的標準，壓力太大的情況下，反而心理上的負擔愈來愈重。面對這樣完美主義、又有龐大
壓力的學生，未來成大將會給予心理假，「這等於是給他們一個正式理由請假，讓學生有
空間可以放過自己、好好的放假。」

至於該怎麼認定可以放心理假？曾經到輔導室登記過或是有看過心理醫師都可作為放假標
準。沈孟儒認為，能夠給予學生喘息一、兩天，就有機會可以重新獲得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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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如何續航？面對成大即將邁入百年之際，他的希望是，到了2031年成大百年時，可以
成為校友心目中最有價值的品牌大學。

沈孟儒 

 現職：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學歷：英國牛津大學生理所博士學位

 經歷：成大醫院院長

更多精采報導，歡迎加入《遠見》 Line官方帳號！

國內大學排名落後，和校長「近親繁殖」有關？

與台灣共同成長，成大2本新書解密兩股新勢力

成大推「斜槓人生三部曲」，有堂課從高中生到教授都來共學

▍數位專題

2022大學暨技職入學指南

2022年，新制考招上路，考科項目、題目內容、採計科目均大換血、國家新政策也連番上
陣，面對一連串的衝擊，《遠見》預測趨勢、盤點政策、透視產業新法規，帶你贏在未
來！

成大大學

 

 

https://page.line.me/ddt1032m?openQrModal=true
https://www.gvm.com.tw/article/96452
https://www.gvm.com.tw/article/98580
https://www.gvm.com.tw/article/9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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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ducation.gvm.com.tw/university/2022/
https://www.gvm.com.tw/tags/%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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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新校長沈孟儒上任　提四大躍升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結束八年任期，昨天交棒給成大醫院前院長沈孟儒。現

年五十七歲的沈孟儒，最高學歷為英國牛津大學生理所博士，他宣示將以「躍

升精采，邁向百年」為治校核心理念，擘畫四大躍升與三個溫馨有感的基磐建

設。

　沈孟儒說，將以「教育躍升」及「產學躍升」增加成大對社會貢獻的廣度，

「研究躍升」與「國際躍升」提高成大的全球影響力，並擴大學生學習資源、

建立人文美感教育基地與守護師生員工福祉，扎根對國家綜合實力貢獻的深

度，以人為本，全方位深化成大的國際與在地影響力。

詹伯望／臺南報導

(20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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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昇精彩、邁向百年」 成⼤校⻑沈孟儒宣誓就任

（觀傳媒台南新聞）【記者陳聖璋／台南報導】成功⼤學1⽇舉辦新、卸任校⻑交接典禮，教育部政務次⻑劉孟奇的⾒證下，第18任校⻑沈孟儒從卸任校⻑蘇慧貞⼿中接過印信，正式就任成功
⼤學校⻑。

沈孟儒指出，成功⼤學正處於風帆正滿、躍升精彩、邁向百年的關鍵時期，他將引領全校師⽣並鏈結世界各地校友，建立全球最有價值的學術品牌，讓成功⼤學成為名副其實的全臺⾸學。

沈孟儒強調，未來將以「躍昇精彩、邁向百年」為治校理念與願景，包含四⼤躍升計畫與三個溫馨有感的基磐建設，以教育躍升及產學躍升增加成功⼤學對社會貢獻的廣度，研究躍升與國際

躍升提⾼成⼤的全球影響⼒，並穩固扎根三⼤基磐建設，「守護師⽣員⼯福祉、擴⼤學⽣學習資源及建立⼈文美感教育基地，積極打造幸福有感的環境，進⼀步蛻變為國際頂尖⼤學」。

由 觀傳媒 提供  - 1 2 ⽉, 2023

https://www.scooptw.com/author/watchmedia/
https://www.scooptw.com/wp-content/uploads/6769dd7d21.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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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學第18任校⻑沈孟儒（左）從卸任校⻑蘇慧貞（右）⼿中接過印信。
（圖／成功⼤學提供）

回顧成⼤⾃1931年立校，即以社會參與為⽬標，形塑特殊使命與學⽣特質，在歷任校⻑的經營下，累積豐厚資源，在產業奠基、建設協⼒、城市共榮、國防躍升、防疫堡壘等⾯向樹立典範。
沈孟儒表⽰，「成功⼤學有知識創新及產業鏈結的利基，將與新任⾏政團隊，致⼒為學⽣和教職員⼯創造在台南、台灣和全世界有所作為的機會，成為國家驕傲的無邊界⼤學。」

「成功⼤學是教育部的重要夥伴，⽽蘇慧貞是教育部核⼼夥伴」，劉孟奇指出，細數8年來蘇校⻑任內開創踏溯台南課程、成立跨領域的第⼗學院、配合國家政策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與智慧
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也在台南沙崙地區啟動重要建設，並於疫情期間貢獻良多，卸任後教育部⼀定可以更加借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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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次⻑劉孟奇頒贈聘書予新任校⻑沈孟儒（右）。
（圖／成功⼤學提供）

劉孟奇期許並肯定，新任校⻑沈孟儒接下印信所賦予的重責⼤任後能不負使命，並說明沈孟儒清楚了解成⼤的需要，是遴選委員會認為最適合帶領成⼤⾛向下個階段的⼈選。「務實是成⼤的

校風，創新是成⼤的未來，⽽沈校⻑在教育研究、國際跟產學躍升都很有完整的理念。期待沈校⻑能貫徹理念，以⼈為本，守護全體師⽣職員的⾝⼼健康，帶領成⼤更進⼀步」。

卸任校⻑蘇慧貞致詞時感謝所有教職員⼯⽣8年來的攜⼿同⾏，使成功⼤學在創新教研實踐、永續共榮的教研模式，與促進包容性的永續⼯業化及推動創新的世界評比中名列前茅。「證明成⼤
是⼀所在內外情勢艱難裡，仍堅守⾼等教育的理念與視野，也證明了願景在、⼼智堅、天光總不遠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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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校⻑蘇慧貞致詞。
（圖／成功⼤學提供）

蘇慧貞指出，現在的成⼤被海內外產官學研⼈⼠器重，除了來⾃各界對成⼤的信任與合作，也是90多年來、超過20萬名校友在世界各地⽤⽣命與⽣活實踐的成果。蘇慧貞誠⼼祝福正直、堅
毅、醫者仁⼼、學經歷都充滿準備的沈孟儒初⼼不忘，帶領成⼤開啟全新的篇章。

國立成功⼤學第18任校⻑沈孟儒，1966 年⽣，⾼雄醫學⼤學醫學系學⼠（1993年），⽜津⼤學⽣理所博⼠（2002年），現為國立成功⼤學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特聘教授。曾任國立成功⼤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院⻑、國立成功⼤學校務基⾦管理委員會兼任委員、科技部醫學⽣化及藥理醫學學⾨兼任召集⼈、成⼤藥理學科暨研究所兼任主任兼所⻑、成⼤醫學院研究分處兼任研究副院⻑

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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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沈孟儒校長宣誓就任　引領師生鏈結校友建立
全球最有價值學術品牌



2023/2/2 上午11:14 ⼤成報 Great News - 地⽅新聞

https://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10&n_id=274999 2/4

2023-02-01 【大成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1日於光復校區成功廳隆重舉辦

新、卸任校長交接典禮，在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的蒞臨見證下，第18任校長沈孟儒從卸任

校長蘇慧貞手中接過印信，正式就任成功大學校長。沈孟儒校長指出，成功大學正處於風帆

正滿、躍升精彩、邁向百年的關鍵時期，未來擔任校長之際，將引領全校師生並鏈結世界各

地校友，建立全球最有價值的學術品牌，讓成功大學成為名副其實的全臺首學。

成大新任校長沈孟儒就職演說中強調未來將以「躍昇精彩、邁向百年」為治校理念與願景，

包含四大躍升計畫與三個溫馨有感的基磐建設：以教育躍升及產學躍升增加成功大學對社會

貢獻的廣度，研究躍升與國際躍升提高成大的全球影響力，並穩固扎根三大基磐建設：守護

師生員工福祉、擴大學生學習資源及建立人文美感教育基地，積極打造幸福有感的環境，進

一步蛻變為國際頂尖大學。

沈孟儒校長回顧成大自1931年立校，即以社會參與為目標，形塑特殊使命與學生特質，在歷

任校長的經營下，累積豐厚資源，在產業奠基、建設協力、城市共榮、國防躍升、防疫堡壘

等面向樹立典範。「成功大學有知識創新及產業鏈結的利基，將與新任行政團隊，致力為學

生和教職員工創造在台南、台灣和全世界有所作為的機會，成為國家驕傲的無邊界大學。」

教育部劉孟奇次長致詞時首先表達對蘇校長卸任的不捨與高興，指出「成功大學是教育部的

重要夥伴，而蘇校長是教育部核心夥伴。」並細數8年來蘇校長任內開創踏溯台南課程、成

立跨領域的第十學院、配合國家政策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與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

也在台南沙崙地區啟動重要建設，並於疫情期間貢獻良多，卸任後教育部一定可以更加借重

她。

劉孟奇次長說，蘇校長的個性用閩南語形容就是「頂真」，無論是面對新冠疫情考驗或2016

年台南遭受大地震重創，都一再發揮大學的力量協助國家社會，累積台南發展基礎。為此，

劉孟奇次長期許並肯定新任校長沈孟儒接下印信所賦予的重責大任後能不負使命，並說明沈

孟儒校長清楚了解成大的需要，是遴選委員會認為最適合帶領成大走向下個階段的人選。

「務實是成大的校風，創新是成大的未來，而沈校長在教育研究、國際跟產學躍升都很有完

整的理念。期待沈校長能貫徹理念，以人為本，守護全體師生職員的身心健康，帶領成大更

進一步。」

現場產官學界人士雲集、氣氛熱絡，韓內兒科診所院長韓良誠代表貴賓致詞表示，蘇慧貞校

長當時在哈佛大學是非常傑出的教授，黃崑巖教授費盡心力才邀請蘇校長回國，是成功大學

之福。如今蘇校長成就廣為人知，其中規劃沙崙醫療創新園區非常重要，更能瞭解蘇校長的

眼光之大、之廣、之遠。而在籌備老人醫院的過程中，韓良誠院長即發現沈孟儒校長擁有傾

聽別人意見、具備同理心、忍辱負重等個人特質，對其非常欣賞，並分享沈孟儒校長令他印

象深刻的一席話：「大家都說國際化要去學別人，為什麼別人的國際化不來學我們？」因此

對沈校長引領成大躍昇頂尖極具信心，期許沈校長未來帶著當仁不讓、捨我其誰的氣魄跟抱

負，帶領全校師生迎向成大百年、精彩躍昇。

卸任校長蘇慧貞致詞時感謝所有教職員工生8年來的攜手同行，使成功大學在創新教研實

踐、永續共榮的教研模式與「促進包容性的永續工業化及推動創新」的世界評比中名列前

茅。「證明成大是一所在內外情勢艱難裡，仍堅守高等教育的理念與視野，也證明了願景

在、心智堅、天光總不遠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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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貞校長指出，現在的成大被海內外產官學研人士器重，除了來自各界對成大的信任與合

作，也是90多年來、超過20萬名校友在世界各地用生命與生活實踐的成果。演說中，蘇慧貞

校長引用柏拉圖與邱吉爾的名言表示「世界的成大」必須培育不僅是企業最愛，更能回應全

球議題所需的世界公民，而她堅持的信念讓她認識了成大的緣起，也與大家學習去準備不同

的未來。歷經16年行政職務，到了卸任時刻，蘇慧貞校長特別準備新的扣環以交接校長室鑰

匙，並誠心祝福正直、堅毅、醫者仁心、學經歷都充滿準備的沈校長初心不忘，帶領成大開

啟全新的篇章。

隨後，新任校長沈孟儒致送卸任蘇慧貞校長以「慧貞校長  榮耀成功」為題的紀念獎牌及紀

念禮品，感謝蘇校長8年來引領成大成為城市感動、國家驕傲的大學，接著由成大全球校友

總會陳其宏理事長、陳明智秘書長及成大校友聯絡中心陳寒濤執行長代表全球校友總會，以

及臺綜大系統校長王汎森院士分別致贈卸任校長紀念品，感謝蘇校長長期卓越的貢獻。

典禮中沈孟儒校長頒贈新任一級主管聘書、正式介紹行政團隊成員，包含：副校長郭耀煌

（兼任校友聯絡中心主任）、副校長莊偉哲（兼任產學創新總中心主任）、副校長陳玉女、

副校長李俊璋（兼任發言人及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主任）、助理副校長吳秉聲（兼任博物館

館長）、秘書室主任秘書羅偉誠（兼任策略發展整合室主任）、教務處教務長沈聖智、學生

事務處學生事務長洪良宜、總務處總務長吳建宏、圖書館館長王涵青、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劉

全璞、國際事務處國際事務長林建宏、財務處財務長劉裕宏、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陳培

殷、藝術中心主任馬敏元、生物科技中心主任陳宗嶽、核心設施中心主任陳昭宇、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李約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蔡群立、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主任黃良銘、附

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校務主任廖德祿。

國立成功大學第18任校長沈孟儒，1966 年生，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1993年），牛津

大學生理所博士（2002年），現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特聘教授。曾任國立成

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兼任委員、科技部醫學生化

及藥理醫學學門兼任召集人、成大藥理學科暨研究所兼任主任兼所長、成大醫學院研究分處

兼任研究副院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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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學沈孟儒校⻑宣誓就任　引領師⽣鏈結校友建立全球
最有價值學術品牌

▲成功⼤學第18任校⻑沈孟儒（左）從卸任校⻑蘇慧貞（右）⼿中接過印信。（圖／成⼤提供）

    視傳媒記者蔡清欽／台南報導

國立成功⼤學今（1）⽇於光復校區成功廳隆重舉辦新、卸任校⻑交接典禮，在教育部政務次⻑劉孟奇的蒞臨⾒證
下，第18任校⻑沈孟儒從卸任校⻑蘇慧貞⼿中接過印信，正式就任成功⼤學校⻑。沈孟儒校⻑指出，成功⼤學正
處於風帆正滿、躍升精彩、邁向百年的關鍵時期，未來擔任校⻑之際，將引領全校師⽣並鏈結世界各地校友，建立
全球最有價值的學術品牌，讓成功⼤學成為名副其實的全臺⾸學。

成⼤新任校⻑沈孟儒就職演說中強調未來將以「躍昇精彩、邁向百年」為治校理念與願景，包含四⼤躍升計畫與三
個溫馨有感的基磐建設：以教育躍升及產學躍升增加成功⼤學對社會貢獻的廣度，研究躍升與國際躍升提⾼成⼤的
全球影響⼒，並穩固扎根三⼤基磐建設：守護師⽣員⼯福祉、擴⼤學⽣學習資源及建立⼈文美感教育基地，積極打
造幸福有感的環境，進⼀步蛻變為國際頂尖⼤學。

教育部劉孟奇次⻑致詞時⾸先表達對蘇校⻑卸任的不捨與⾼興，指出「成功⼤學是教育部的重要夥伴，⽽蘇校⻑是
教育部核⼼夥伴。」並細數8年來蘇校⻑任內開創踏溯台南課程、成立跨領域的第⼗學院、配合國家政策成立敏求
智慧運算學院與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也在台南沙崙地區啟動重要建設，並於疫情期間貢獻良多，卸任後教
育部⼀定可以更加借重她。

卸任校⻑蘇慧貞致詞時感謝所有教職員⼯⽣8年來的攜⼿同⾏，使成功⼤學在創新教研實踐、永續共榮的教研模式
與「促進包容性的永續⼯業化及推動創新」的世界評比中名列前茅。演說中，蘇慧貞校⻑引⽤柏拉圖與邱吉爾的名
⾔表⽰「世界的成⼤」必須培育不僅是企業最愛，更能回應全球議題所需的世界公⺠，⽽她堅持的信念讓她認識了
成⼤的緣起，也與⼤家學習去準備不同的未來。歷經16年⾏政職務，到了卸任時刻，蘇慧貞校⻑特別準備新的扣
環以交接校⻑室鑰匙，並誠⼼祝福正直、堅毅、醫者仁⼼、學經歷都充滿準備的沈校⻑初⼼不忘，帶領成⼤開啟全
新的篇章。

隨後，新任校⻑沈孟儒致送卸任蘇慧貞校⻑以「慧貞校⻑  榮耀成功」為題的紀念獎牌及紀念禮品，感謝蘇校⻑8
年來引領成⼤成為城市感動、國家驕傲的⼤學，接著由成⼤全球校友總會陳其宏理事⻑、陳明智秘書⻑及成⼤校友
聯絡中⼼陳寒濤執⾏⻑代表全球校友總會，以及臺綜⼤系統校⻑王汎森院⼠分別致贈卸任校⻑紀念品，感謝蘇校⻑
⻑期卓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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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沈孟儒校長宣誓就任　引領師生鏈結校友
建立全球最有價值學術品牌

記者陳祺昌 ／ 台南市報導   2023-02-01 15:00

國立成功⼤學今（1）⽇於光復校區成功廳隆重舉辦新、卸任校⻑交接典禮，在教育部

政務次⻑劉孟奇的蒞臨⾒證下，第18任校⻑沈孟儒從卸任校⻑蘇慧貞⼿中接過印信，正

式就任成功⼤學校⻑。沈孟儒校⻑指出，成功⼤學正處於風帆正滿、躍升精彩、邁向百

年的關鍵時期，未來擔任校⻑之際，將引領全校師⽣並鏈結世界各地校友，建立全球最

有價值的學術品牌，讓成功⼤學成為名副其實的全臺⾸學。

 

成⼤新任校⻑沈孟儒就職演說中強調未來將以「躍昇精彩、邁向百年」為治校理念與願

景，包含四⼤躍升計畫與三個溫馨有感的基磐建設：以教育躍升及產學躍升增加成功⼤

學對社會貢獻的廣度，研究躍升與國際躍升提⾼成⼤的全球影響⼒，並穩固扎根三⼤基

磐建設：守護師⽣員⼯福祉、擴⼤學⽣學習資源及建立⼈文美感教育基地，積極打造幸

福有感的環境，進⼀步蛻變為國際頂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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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校⻑蘇慧貞指出，現在的成⼤被海內外產官學研⼈⼠器重，除了來⾃各界對成⼤的

信任與合作，也是90多年來、超過20萬名校友在世界各地⽤⽣命與⽣活實踐的成果。

演說中，蘇慧貞校⻑引⽤柏拉圖與邱吉爾的名⾔表⽰「世界的成⼤」必須培育不僅是企

業最愛，更能回應全球議題所需的世界公⺠，⽽她堅持的信念讓她認識了成⼤的緣起，

也與⼤家學習去準備不同的未來。歷經16年⾏政職務，到了卸任時刻，蘇慧貞校⻑特別

準備新的扣環以交接校⻑室鑰匙，並誠⼼祝福正直、堅毅、醫者仁⼼、學經歷都充滿準

備的沈校⻑初⼼不忘，帶領成⼤開啟全新的篇章。

 

國立成功⼤學第18任校⻑沈孟儒，1966 年⽣，⾼雄醫學⼤學醫學系學⼠（1993年），

⽜津⼤學⽣理所博⼠（2002年），現為國立成功⼤學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曾任國立成功⼤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院⻑、國立成功⼤學校務基⾦管理委員會兼任委員、

科技部醫學⽣化及藥理醫學學⾨兼任召集⼈、成⼤藥理學科暨研究所兼任主任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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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學院研究分處兼任研究副院⻑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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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沈孟儒校長宣誓就任　引領師生鏈結校友建立全球
最有價值學術品 - 台北郵報 | The Taipei Post

taipeipost.org/96408

記者黃文博／台南報導

國立成功大學今（1）日於光復校區成功廳隆重舉辦新、卸任校長交接典禮，在教育部政務
次長劉孟奇的蒞臨見證下，第18任校長沈孟儒從卸任校長蘇慧貞手中接過印信，正式就任
成功大學校長。沈孟儒校長指出，成功大學正處於風帆正滿、躍升精彩、邁向百年的關鍵
時期，未來擔任校長之際，將引領全校師生並鏈結世界各地校友，建立全球最有價值的學
術品牌，讓成功大學成為名副其實的全台首學。

https://taipeipost.org/9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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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新任校長沈孟儒就職演說中強調未來將以「躍昇精彩、邁向百年」為治校理念與願
景，包含四大躍升計畫與三個溫馨有感的基磐建設：以教育躍升及產學躍升增加成功大學
對社會貢獻的廣度，研究躍升與國際躍升提高成大的全球影響力，並穩固扎根三大基磐建
設：守護師生員工福祉、擴大學生學習資源及建立人文美感教育基地，積極打造幸福有感
的環境，進一步蛻變為國際頂尖大學。

沈孟儒校長回顧成大自1931年立校，即以社會參與為目標，形塑特殊使命與學生特質，在
歷任校長的經營下，累積豐厚資源，在產業奠基、建設協力、城市共榮、國防躍升、防疫
堡壘等面向樹立典範。「成功大學有知識創新及產業鏈結的利基，將與新任行政團隊，致
力為學生和教職員工創造在台南、台灣和全世界有所作為的機會，成為國家驕傲的無邊界
大學。」

教育部劉孟奇次長致詞時首先表達對蘇校長卸任的不捨與高興，指出「成功大學是教育部
的重要夥伴，而蘇校長是教育部核心夥伴。」並細數8年來蘇校長任內開創踏溯台南課程、
成立跨領域的第十學院、配合國家政策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與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
院，也在台南沙崙地區啟動重要建設，並於疫情期間貢獻良多，卸任後教育部一定可以更
加借重她。

劉孟奇次長說，蘇校長的個性用閩南語形容就是「頂真」，無論是面對新冠疫情考驗或
2016年台南遭受大地震重創，都一再發揮大學的力量協助國家社會，累積台南發展基礎。
為此，劉孟奇次長期許並肯定新任校長沈孟儒接下印信所賦予的重責大任後能不負使命，
並說明沈孟儒校長清楚了解成大的需要，是遴選委員會認為最適合帶領成大走向下個階段
的人選。「務實是成大的校風，創新是成大的未來，而沈校長在教育研究、國際跟產學躍
升都很有完整的理念。期待沈校長能貫徹理念，以人為本，守護全體師生職員的身心健
康，帶領成大更進一步。」



3/5

現場產官學界人士雲集、氣氛熱絡，韓內兒科診所院長韓良誠代表貴賓致詞表示，蘇慧貞
校長當時在哈佛大學是非常傑出的教授，黃崑巖教授費盡心力才邀請蘇校長回國，是成功
大學之福。如今蘇校長成就廣為人知，其中規劃沙崙醫療創新園區非常重要，更能瞭解蘇
校長的眼光之大、之廣、之遠。而在籌備老人醫院的過程中，韓良誠院長即發現沈孟儒校
長擁有傾聽別人意見、具備同理心、忍辱負重等個人特質，對其非常欣賞，並分享沈孟儒
校長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席話：「大家都說國際化要去學別人，為什麼別人的國際化不來學
我們？」因此對沈校長引領成大躍昇頂尖極具信心，期許沈校長未來帶著當仁不讓、捨我
其誰的氣魄跟抱負，帶領全校師生迎向成大百年、精彩躍昇。

卸任校長蘇慧貞致詞時感謝所有教職員工生8年來的攜手同行，使成功大學在創新教研實
踐、永續共榮的教研模式與「促進包容性的永續工業化及推動創新」的世界評比中名列前
茅。「證明成大是一所在內外情勢艱難裡，仍堅守高等教育的理念與視野，也證明了願景
在、心智堅、天光總不遠的學校。」

蘇慧貞校長指出，現在的成大被海內外產官學研人士器重，除了來自各界對成大的信任與
合作，也是90多年來、超過20萬名校友在世界各地用生命與生活實踐的成果。演說中，蘇
慧貞校長引用柏拉圖與邱吉爾的名言表示「世界的成大」必須培育不僅是企業最愛，更能
回應全球議題所需的世界公民，而她堅持的信念讓她認識了成大的緣起，也與大家學習去
準備不同的未來。歷經16年行政職務，到了卸任時刻，蘇慧貞校長特別準備新的扣環以交
接校長室鑰匙，並誠心祝福正直、堅毅、醫者仁心、學經歷都充滿準備的沈校長初心不
忘，帶領成大開啟全新的篇章。

隨後，新任校長沈孟儒致送卸任蘇慧貞校長以「慧貞校長  榮耀成功」為題的紀念獎牌及紀
念禮品，感謝蘇校長8年來引領成大成為城市感動、國家驕傲的大學，接著由成大全球校友
總會陳其宏理事長、陳明智秘書長及成大校友聯絡中心陳寒濤執行長代表全球校友總會，
以及臺綜大系統校長王汎森院士分別致贈卸任校長紀念品，感謝蘇校長長期卓越的貢獻。

典禮中沈孟儒校長頒贈新任一級主管聘書、正式介紹行政團隊成員，包含：副校長郭耀煌
（兼任校友聯絡中心主任）、副校長莊偉哲（兼任產學創新總中心主任）、副校長陳玉
女、副校長李俊璋（兼任發言人及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主任）、助理副校長吳秉聲（兼任
博物館館長）、秘書室主任秘書羅偉誠（兼任策略發展整合室主任）、教務處教務長沈聖
智、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長洪良宜、總務處總務長吳建宏、圖書館館長王涵青、研究發展
處研發長劉全璞、國際事務處國際事務長林建宏、財務處財務長劉裕宏、計算機與網路中
心主任陳培殷、藝術中心主任馬敏元、生物科技中心主任陳宗嶽、核心設施中心主任陳昭
宇、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李約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蔡群立、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主任黃良銘、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校務主任廖德祿。

國立成功大學第18任校長沈孟儒，1966 年生，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1993年），牛津
大學生理所博士（2002年），現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特聘教授。曾任國立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兼任委員、科技部醫學
生化及藥理醫學學門兼任召集人、成大藥理學科暨研究所兼任主任兼所長、成大醫學院研
究分處兼任研究副院長等職。

輔導會副主任委員吳志揚今(1)日偕同就養養護處處長王繼開等人前往八德榮家，向住民長
輩拜年、提前賀元宵，轉達主任委員關懷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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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榮家104歲彭爺爺看著印有自己人像的奶泡咖啡開心不已。圖：八德榮家提供

吳志揚抵達八德榮家後隨即前往榮靈祠，向安厝榮民先靈上香祭拜，表達崇敬與追思。現
場並一一致贈與會住民長輩象徵「大吉大利」的橘子，向長者拜年、提前賀元宵。吳志揚
隨後至榮家佛堂虔誠禮佛，由住民賀永忠為吳志揚闡述其親筆書寫「佛」字巨幅掛匾之創
作理念，掛匾上緣以「具足大悲心」五字相互輝映，讓佛堂更顯莊嚴，希望為八德榮家長
輩提供一個祥和、寧靜的禮佛環境。

吳志揚至八德榮家佛堂虔誠禮佛，祈求住民身體健康。圖：八德榮家提供

吳志揚並至榮家「幸福學堂」陪伴104歲的住民彭光貴爺爺喝咖啡、品嚐烘培教室手工餅
干，聽他暢談過去參加大小戰役九死一生的人生經歷。讚嘆彭光貴老當益壯，高齡百餘歲
不僅品茗喝茶，還能大口喝咖啡、享甜食。吳志揚現場端上一杯印有彭光貴人像的奶泡咖

https://i0.wp.com/tyenews.com/wp-content/uploads/2023/02/%E5%85%AB%E5%BE%B7%E6%A6%AE%E5%AE%B6104%E6%AD%B2%E5%BD%AD%E7%88%BA%E7%88%BA%E7%9C%8B%E8%91%97%E5%8D%B0%E6%9C%89%E8%87%AA%E5%B7%B1%E4%BA%BA%E5%83%8F%E7%9A%84%E5%A5%B6%E6%B3%A1%E5%92%96%E5%95%A1%E9%96%8B%E5%BF%83%E4%B8%8D%E5%B7%B2.jpg?ssl=1
https://i0.wp.com/tyenews.com/wp-content/uploads/2023/02/%E5%90%B3%E5%89%AF%E4%B8%BB%E4%BB%BB%E5%A7%94%E5%93%A1%E8%87%B3%E5%85%AB%E5%BE%B7%E6%A6%AE%E5%AE%B6%E4%BD%9B%E5%A0%82%E8%99%94%E8%AA%A0%E7%A6%AE%E4%BD%9B%EF%BC%8C%E7%A5%88%E6%B1%82%E4%BD%8F%E6%B0%91%E8%BA%AB%E9%AB%94%E5%81%A5%E5%BA%B7.jpg?ss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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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讓彭爺爺開心不已，非常驚訝咖啡奶泡能出現自己的圖像，眾人在幸福學堂直呼好幸
福。

吳志揚與彭爺爺一同欣賞生平介紹影片，暢談人生經歷。圖：八德榮家提供

八德榮家主任酆世俊表示，感謝輔導會關懷榮家長輩，對於吳志揚今日對家區空間運用的
指導，將積極與同仁研議各個空間的修繕與再利用。榮家「幸福學堂」目前還在試營運階
段，規劃有影像咖啡館、媽媽烘焙教室、Switch遊戲館、多元性健康講座、讀書會等各項
活動，期望能豐富住民生活，預計今年三月辦理開幕揭牌儀式，開幕後歡迎家屬陪著住民
們一起來享受幸福時光。

本篇文章轉載自 桃園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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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ye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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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新卸任校長交接  沈孟儒校長宣誓就任

2023-02-01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今(1)日於光復校區成功廳隆重舉

辦新、卸任校長交接典禮，在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蒞臨見證下，第18任校長沈孟儒從卸任

校長蘇慧貞手中接過印信，正式就任成功大學校長。沈孟儒校長指出，成功大學正處於風帆

正滿、躍升精彩、邁向百年關鍵時期，未來擔任校長之際，將引領全校師生並鏈結世界各地

校友，建立全球最有價值學術品牌，讓成功大學成為名副其實全臺首學。

成大新任校長沈孟儒就職演說中強調，未來將以「躍昇精彩、邁向百年」為治校理念與願

景，包含4大躍升計畫與3個溫馨有感基磐建設：以教育躍升及產學躍升增加成功大學對社會

貢獻廣度，研究躍升與國際躍升提高成大全球影響力，並穩固扎根三大基磐建設：守護師生

員工福祉、擴大學生學習資源及建立人文美感教育基地，積極打造幸福有感環境，進一步蛻

變為國際頂尖大學。

沈孟儒校長回顧成大自1931年立校，即以社會參與為目標，形塑特殊使命與學生特質，在歷

任校長的經營下，累積豐厚資源，在產業奠基、建設協力、城市共榮、國防躍升、防疫堡壘

等面向樹立典範。「成功大學有知識創新及產業鏈結的利基，將與新任行政團隊，致力為學

生和教職員工創造在臺南、臺灣和全世界有所作為機會，成為國家驕傲無邊界大學」。

教育部劉孟奇次長致詞時首先表達對蘇校長卸任不捨與高興並指出，「成功大學是教育部的

重要夥伴，而蘇校長是教育部核心夥伴。」細數8年來蘇校長任內開創踏溯臺南課程、成立

跨領域的第十學院、配合國家政策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與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也

在臺南沙崙地區啟動重要建設，並於疫情期間貢獻良多，卸任後教育部一定可以更加借重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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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孟奇次長說，蘇校長個性用閩南語形容就是「頂真」，無論是面對新冠疫情考驗或2016年

臺南遭受大地震重創，都一再發揮大學力量協助國家社會，累積臺南發展基礎；為此，期許

並肯定新任校長沈孟儒接下印信所賦予重責大任後能不負使命；而沈孟儒校長清楚了解成大

需要，是遴選委員會認為最適合帶領成大走向下個階段人選。「務實是成大的校風，創新是

成大的未來，而沈校長在教育研究、國際跟產學躍升都很有完整理念；期待沈校長能貫徹理

念，以人為本，守護全體師生職員身心健康，帶領成大更進一步。」

現場產官學界人士雲集、氣氛熱絡。韓內兒科診所院長韓良誠代表貴賓致詞表示，蘇慧貞校

長當時在哈佛大學是非常傑出教授，黃崑巖教授費盡心力才邀請蘇校長回國，是成功大學之

福；如今蘇校長成就廣為人知，其中規劃沙崙醫療創新園區非常重要，更能瞭解蘇校長眼光

之大、之廣、之遠。

而在籌備老人醫院過程中，韓良誠院長即發現沈孟儒校長擁有傾聽別人意見、具備同理心、

忍辱負重等個人特質，對其非常欣賞，並分享沈孟儒校長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席話：「大家都

說國際化要去學別人，為什麼別人的國際化不來學我們？」因此對沈校長引領成大躍昇頂尖

極具信心，期許沈校長未來帶著當仁不讓、捨我其誰氣魄跟抱負，帶領全校師生迎向成大百

年、精彩躍昇。

卸任校長蘇慧貞致詞時感謝所有教職員工生8年來攜手同行，使成功大學在創新教研實踐、

永續共榮教研模式與「促進包容性的永續工業化及推動創新」世界評比中名列前茅。「證明

成大是一所在內外情勢艱難裡，仍堅守高等教育理念與視野，也證明了願景在、心智堅、天

光總不遠的學校。」 蘇慧貞校長指出，現在成大被海內外產官學研人士器重，除了來自各

界對成大信任與合作，也是90多年來、超過20萬名校友在世界各地用生命與生活實踐成果。

演說中，蘇慧貞校長引用柏拉圖與邱吉爾名言表示「世界的成大」必須培育不僅是企業最

愛，更能回應全球議題所需世界公民，而她堅持信念讓她認識了成大緣起，也與大家學習去

準備不同未來。歷經16年行政職務，到了卸任時刻，蘇慧貞校長特別準備新的扣環以交接校

長室鑰匙，並誠心祝福正直、堅毅、醫者仁心、學經歷都充滿準備沈校長初心不忘，帶領成

大開啟全新篇章。

隨後，新任校長沈孟儒致送卸任蘇慧貞校長以「慧貞校長 榮耀成功」為題紀念獎牌及紀念

禮品，感謝蘇校長8年來引領成大成為城市感動、國家驕傲的大學，接著由成大全球校友總

會陳其宏理事長、陳明智秘書長、成大校友聯絡中心陳寒濤執行長代表全球校友總會，及臺

綜大系統校長王汎森院士分別致贈卸任校長紀念品，感謝蘇校長長期卓越貢獻。

典禮中沈孟儒校長頒贈新任一級主管聘書、正式介紹行政團隊成員，包含：副校長郭耀煌

(兼任校友聯絡中心主任)、副校長莊偉哲(兼任產學創新總中心主任)、副校長陳玉女、副校

長李俊璋(兼任發言人及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主任)、助理副校長吳秉聲(兼任博物館館長)、

秘書室主任秘書羅偉誠(兼任策略發展整合室主任)、教務處教務長沈聖智、學生事務處學生

事務長洪良宜、總務處總務長吳建宏、圖書館館長王涵青、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劉全璞、國際

事務處國際事務長林建宏、財務處財務長劉裕宏、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陳培殷、藝術中心

主任馬敏元、生物科技中心主任陳宗嶽、核心設施中心主任陳昭宇、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李約

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蔡群立、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主任黃良銘、附設高級工業職

業進修學校校務主任廖德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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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第18任校長沈孟儒，1966年生，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1993年)，牛津大學

生理所博士(2002年)，現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特聘教授；曾任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兼任委員、科技部醫學生化及藥理

醫學學門兼任召集人、成大藥理學科暨研究所兼任主任兼所長、成大醫學院研究分處兼任研

究副院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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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孟儒接任成大校長 提出四大躍升治校計畫
ntdtv.com.tw/b5/20230201/video/356772.html

更新時間：2023-02-01 22:40:33

【新唐人亞太台 2023 年 02 月 01 日訊】國立成功大學今天（1日）舉辦卸任、新任校長交
接典禮，第18任校長沈孟儒正式就職，接掌成功大學。沈孟儒提出四大躍升及三個基磐建
設的治校理念，並期許將成大打造成全球最有價值的學術品牌。

國立成功大學第18任校長 沈孟儒：「建立全球最有價值的學術品牌，讓成功大學成為名副
其實的全台首學。我的治校理念跟願景，包括四大躍升計劃與三個溫馨有感的基磐建設：
其中教育躍升及產學躍升將增加成功大學對社會貢獻的廣度；研究躍升與國際躍升將提高
成功大學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在躍升同時，我們將穩固扎根三大基磐建設：包括守護師生
員工福祉、擴大學生學習資源與建設人文美感的教育基地。」

國立成功大學第17任校長 蘇慧貞：「大家說，謝謝我們是那一所在內外部情勢艱難中，堅
守了高等教育的理想與視野，也證明了『願景在、心智堅、天光總不遠』的學校。祝福正
直、堅毅、醫者仁心、學經歷都充滿準備的沈校長，初心不忘，帶領成大開啟全新的篇
章。」

在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的見證下，成大新任校長沈孟儒從卸任校長蘇慧貞手中接過印
信。沈孟儒為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牛津大學生理所博士，現為成功大學醫學院藥理
學研究所特聘教授。曾擔任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科技部醫學生化及藥理醫學學
門兼任召集人、成大醫學院研究分處兼任研究副院長等職。

 

 

https://www.ntdtv.com.tw/b5/20230201/video/356772.html?%E6%B2%88%E5%AD%9F%E5%84%92%E6%8E%A5%E4%BB%BB%E6%88%90%E5%A4%A7%E6%A0%A1%E9%95%B7%20%E6%8F%90%E5%87%BA%E5%9B%9B%E5%A4%A7%E8%BA%8D%E5%8D%87%E6%B2%BB%E6%A0%A1%E8%A8%88%E7%9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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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成⼤新任校⻑沈孟儒就職
來源:波新聞 | ⽇期：2023-02-01 17:59:50 | 瀏覽次數：675

波新聞─翁順利／台南

國立成功⼤學1⽇隆重舉辦新、卸任校⻑交接典禮，在教育部政務次⻑劉孟奇的蒞臨⾒證下，第18任校⻑沈孟儒從卸任校⻑蘇慧

中接過印信，正式就職。沈孟儒強調，成⼤正邁向建校百年的關鍵時期，未來將引領全校師⽣並鏈結世界各地校友，建立全球最

值的學術品牌，讓成功⼤學成為全臺⾸學。

沈孟儒在就職演說中強調將以「躍昇精彩、邁向百年」為治校理念與願景，包含四⼤躍升計畫與三個溫馨有感的基磐建設：以教

升及產學躍升增加成功⼤學對社會貢獻的廣度，研究躍升與國際躍升提⾼成⼤的全球影響⼒，並穩固扎根三⼤基磐建設：守護師

⼯福祉、擴⼤學⽣學習資源及建立⼈文美感教育基地，蛻變為國際頂尖⼤學。

教育部劉孟奇次⻑致詞時細數卸任校⻑蘇慧貞8年來蘇校⻑任內開創踏溯台南課程、成立跨領域的第⼗學院、配合國家政策成立

智慧運算學院與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她認真從事。

劉孟奇讚譽慧貞的個性⽤閩南語形容就是「頂真」，無論是⾯對新冠疫情考驗或2016年台南遭受⼤地震重創，都⼀再發揮⼤學

協助國家社會，累積台南發展基礎。

劉孟奇指出，「務實是成⼤的校風，創新是成⼤的未來，期待沈校⻑能貫徹理念，以⼈為本，守護全體師⽣職員的⾝⼼健康，帶

⼤更進⼀步。

卸任校⻑蘇慧貞致詞時感謝所有教職員⼯⽣8年來的攜⼿同⾏，使成功⼤學在創新教研實踐、永續共榮的教研模式與「促進包容

永續⼯業化及推動創新」的世界評比中名列前茅。「證明成⼤是⼀所在內外情勢艱難裡，仍堅守⾼等教育的理念與視野，也證明

景在、⼼智堅、天光總不遠的學校。」

蘇慧貞特別致贈精⼼打造的校⻑室鑰匙扣環，祝福正直、堅毅、醫者仁⼼、學經歷都充滿準備的沈校⻑初⼼不忘，帶領成⼤開啟

的篇章。沈孟儒則致送卸任蘇慧貞校⻑以「慧貞校⻑  榮耀成功」為題的紀念獎牌及紀念禮品，感謝蘇校⻑8年來引領成⼤得成

沈孟儒隨即頒贈新任⼀級主管聘書，介紹⾏政團隊成員，包含：副校⻑郭耀煌（兼任校友聯絡中⼼主任）、副校⻑莊偉哲（兼任

創新總中⼼主任）、副校⻑陳⽟女、副校⻑李俊璋（兼任發⾔⼈及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主任）、助理副校⻑吳秉聲（兼任博物館

⻑），以及16名⼀級主管。

沈孟儒，1966 年⽣，⾼雄醫學⼤學醫學系學⼠、⽜津⼤學⽣理所博⼠，現為國立成功⼤學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特聘教授。曾任

附設醫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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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成⼤新任校⻑沈孟儒就職

來源：⾶揚新聞 | ⽇期：2023/02/01 | 瀏覽次數：20

國立成功⼤學1⽇隆重舉辦新、卸任校⻑交接典禮，在教育部政務次⻑劉孟奇的蒞臨⾒證下，第18任校⻑沈孟儒從卸任校

⻑蘇慧貞⼿中接過印信，正式就職。沈孟儒強調，成⼤正邁向建校百年的關鍵時期，未來將引領全校師⽣並鏈結世界各地
校友，建立全球最有價值的學術品牌，讓成功⼤學成為全臺⾸學。

沈孟儒在就職演說中強調將以「躍昇精彩、邁向百年」為治校理念與願景，包含四⼤躍升計畫與三個溫馨有感的基磐建

設：以教育躍升及產學躍升增加成功⼤學對社會貢獻的廣度，研究躍升與國際躍升提⾼成⼤的全球影響⼒，並穩固扎根三
⼤基磐建設：守護師⽣員⼯福祉、擴⼤學⽣學習資源及建立⼈文美感教育基地，蛻變為國際頂尖⼤學。

教育部劉孟奇次⻑致詞時細數卸任校⻑蘇慧貞8年來蘇校⻑任內開創踏溯台南課程、成立跨領域的第⼗學院、配合國家政
策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與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她認真從事。

劉孟奇讚譽慧貞的個性⽤閩南語形容就是「頂真」，無論是⾯對新冠疫情考驗或2016年台南遭受⼤地震重創，都⼀再發揮

⼤學的⼒量協助國家社會，累積台南發展基礎。

劉孟奇指出，「務實是成⼤的校風，創新是成⼤的未來，期待沈校⻑能貫徹理念，以⼈為本，守護全體師⽣職員的⾝⼼健

康，帶領成⼤更進⼀步。

卸任校⻑蘇慧貞致詞時感謝所有教職員⼯⽣8年來的攜⼿同⾏，使成功⼤學在創新教研實踐、永續共榮的教研模式與「促

進包容性的永續⼯業化及推動創新」的世界評比中名列前茅。「證明成⼤是⼀所在內外情勢艱難裡，仍堅守⾼等教育的理

念與視野，也證明了願景在、⼼智堅、天光總不遠的學校。」

蘇慧貞特別致贈精⼼打造的校⻑室鑰匙扣環，祝福正直、堅毅、醫者仁⼼、學經歷都充滿準備的沈校⻑初⼼不忘，帶領成

⼤開啟全新的篇章。沈孟儒則致送卸任蘇慧貞校⻑以「慧貞校⻑  榮耀成功」為題的紀念獎牌及紀念禮品，感謝蘇校⻑8

年來引領成⼤得成就。

沈孟儒隨即頒贈新任⼀級主管聘書，介紹⾏政團隊成員，包含：副校⻑郭耀煌（兼任校友聯絡中⼼主任）、副校⻑莊偉哲
（兼任產學創新總中⼼主任）、副校⻑陳⽟女、副校⻑李俊璋（兼任發⾔⼈及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主任）、助理副校⻑吳

秉聲（兼任博物館館⻑），以及16名⼀級主管。

沈孟儒，1966 年⽣，⾼雄醫學⼤學醫學系學⼠、⽜津⼤學⽣理所博⼠，現為國立成功⼤學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特聘教
授。曾任成⼤附設醫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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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帶來工作革命：文組不會被淘汰、別硬學程式？
2023-02-02 08:25  遠見／  文 / 蕭玉品

分享

當ChatGPT和Midjourney等AI工具全球爆紅，已然啟動工作大革命，大學生選擇志願

的思維也要跟上時代。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蘇文鈺指出，未來大多數人不需要硬頭

皮學寫程式，反而要學習「善用AI協作工具」。他又為何認為新聞、經濟等非理組人

才，也有參與AI創新的機會？

近來，利用Photomath、Midjourney等AI協作工具解數學題、自動生成超美圖片，已

蔚為風潮。去年11月底，AI研究實驗室OpenAI推出的新型聊天機器人模型「ChatGP

T」，不僅是個「萬事通」，能寫程式、論文、小說和詩詞，還能針對使用者提出的任

何問題，一一給予回覆。憑藉著「聰慧」與「貼心」的特色，ChatGPT瞬間又在全球掀

起各種「翻玩」。

「（ChatGPT）在做得簡單、容易上手的情況下，我們本以為還得花好幾年時間開發，

沒想到去年就這樣橫空出世。」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蘇文鈺表示。

ChatGPT太好用，校園遭禁對嗎？

由於ChatGPT太好用，腦筋轉得快的學生，便拿來用在考試、寫論文上。於是，有老師

抓起利用ChatGPT「作弊」的份子，美國紐約市公立學校甚至於近日宣布，禁止師生在

校園網路及裝置上使用ChatGPT。

 大學生

C h a t G PT 、 M i d j o u r n e y等A I工具掀起工作革命，未來 文組生也有 A I創新機會 。 Pe xe l s  b y  A l e x  K n i g h t

讚 7 分享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AI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4%A7%E5%AD%B8%E7%94%9F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s%3A%2F%2Fudn.com%2Fnews%2Fstory%2F6885%2F6943474&display=popup&ref=plugin&src=like&kid_directed_site=0&app_id=35023121512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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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什麼要禁呢？」蘇文鈺反問，「我們該做的，是讓資訊教育差異化，指導更多學

生善用AI協作工具。如果用得好，反而能大幅增進生產力。」他指出，現今許多問題無

法透過人類想出的演算法解決，相較之下，AI演算法能用巨量運算與多餘的系統維度，

找出更多可行方案，勢必顛覆全球資訊教育面貌。

蘇文鈺進一步解釋，過去資工系要求所有學生都必須搞懂理論、從頭到尾寫完程式碼，

統統自己來。但隨著時代演進、科技進步，未來要開創作業系統、成為頂級工程師那

1％至2％的人，其實才需要了解AI模型背後的艱深數學等原理，其他資工系的學生，則

要對AI模型的基本元件有較為深入的概念，並且能善用這些元件。

新聞、經濟等非理科學生，也有參與AI創新機會

至於那些經濟、新聞等非資工系的學生，不太需要理解模型的細部數學原理，反而應該

學習如何蒐集資料，並丟進AI模型裡訓練，培養善用工具的能力，例如和ChatGPT經過

數次的來回互動、調整後，引導其寫出想要風格的文章，「所以你有看過知道電鑽是怎

麼做的木工師傅嗎？不必要嘛，師傅只要很會用電鑽就可以了。」

主張資訊教育普及化的蘇文鈺，早在2013年，便開始到偏鄉地區教孩子寫程式，2016

年時，他成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自造者協會（Program the World, PTWA），致力

於程式、自造等開放課程內容的開發、教學與推廣，近年更以科技課程為基底，投入特

教生認知能力的提升。同時，看準新趨勢，他也用遊戲化的方式，打造更友善的資訊教

育工具。

偶然看到OpenAI用AI來打遊戲的模式，深受啟發

事實上，蘇文鈺剛到成大任教時，曾開過艱澀的神經網路課程，學期初原有30個學生

選修，到了期末剩下15個，且15個裡還有8個在睡覺。這讓他反思，或許得改變教法，

以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後來他偶然看到OpenAI用AI來打遊戲的模式，深受啟發，便

開了門「遊戲式機器學習入門」課程，藉由遊戲實作的過程，讓學生了解學理。

隨著課程愈推愈順，蘇文鈺又想，過去要小朋友寫程式去玩遊戲，規則多、程式碼又

長，但若僅是學習使用AI模型，從蒐集、清洗和整理資料到訓練、驗證，了解整個流程

後，不僅能順利破關，還能降低程式碼，等於大量的程式碼由AI套件負責解決，是較符

合現今趨勢的做法。

因此，PTWA先是跳脫傳統在電腦教室裡的教學模式，開發了機器學習競賽線上平台

（ML_Game），讓學生透過線上平台與遊戲式的自學課程，建立自己的學習步調；20

20年，PTWA再開發國高中學生的學習教材，開始推廣機器學習AI線上遊戲平台（Playf

u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na, PAIA）。

隔年，帕亞科技正式成立，一方面持續發展教育課程，舉辦自走車大賽和FunAI營隊等

活動，讓國中小、高中和大學等各個年齡層，都能輕易利用程式操作遊戲、解決問題，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A9%9F%E5%99%A8%E5%AD%B8%E7%BF%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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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則積極發展數位孿生（Digital Twins）解決方案等商業業務。

技職、科大生訓練AI車

走進PTWA與帕亞科技共用的工作空間，裡頭有自走車、機器人手臂，都是與課程、業

務相關的設備。一般來說，假如想讓車子跑動，做法包括寫程式和讓訓練後的AI模型來

跑，帕亞科技資深研發經理邱文淇指出，帕亞提倡的是後者，讓技職生、科大生在虛擬

的空間裡，也擁有一台如同孿生兄弟般一模一樣的車，接著逐步訓練AI模型、按自己想

要的方式行走後，再將程式載至實體的自走車上，並稍經調教，便能依照預定路徑移

動。

帕亞也指導學生訓練AI模型，達到利用手勢指揮機械手臂的目的。蘇文鈺提到，帕亞研

擬中的課程，終極目標都是要技職生「熟稔工具」。而帕亞開源的演算法、教材好處

是，也能方便學生瀏覽程式碼，理解原理，「技職生就該動手做，遊戲化的學習絕對比

數學公式吸引人，引發興趣後，才能往下鑽研更多知識。先讓他知其然，再想辦法讓他

知其所以然。」

除了讓學子善用各種AI協作工具，更重要的是，蘇文鈺希望孩子從小就開始了解，世界

是由一個個系統組成，需要眾人齊心協力、各司其職，才能達成目標；若什麼事都自己

來，崇尚「一個人的武林」，勢必無法發揮最大效用。

給大學生選擇志願的提醒：跑得快才搶得到紅利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剛落幕，許多莘莘學子即將面臨選系、前進大學校園的新開始，對於

學生的志願選擇，蘇文鈺不厭其煩地提醒，新科技將以無法預料的速度冒出，學生要做

的，是持續關注各種創新並學習使用。

「過去我們常說，打前鋒的人會死在沙灘上，但現在世界變太快，在你斷氣之前，補給

就來了；先一步的人反而可以搶到紅利。所以，去善用（AI協作）工具吧！」他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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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教育電臺攜⼿永仁⾼中 舉辦廣播PK⼤作戰寒假營隊活動

2023-02-01 發佈 林祺宏 ⾼雄

 臺南市永仁⾼中112年度豐富多元的寒假營隊「聲」動登場，與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合作，運⽤設立在永仁的實習廣播室辦理的「寒假
花路米—廣播PK⼤作戰」。由永仁⾼中⼗位學⽣及四位實習老師共同參加，進⾏廣播課程的集訓，學習到節⽬企畫書撰寫、⼝語表
達技巧、podcast錄製等知能。
 
成功⼤學李旺龍教授也蒞臨，介紹說明未來與永仁合作，運⽤校內廣播實習電台，利⽤《週⽇科學閱讀⼤師》科普講座，由同學化⾝
主持⼈，剪輯製作成系列podcast，⿎勵同學認真參與，豐富⾼中的學習歷程。
   
校⻑余⽉琴表⽰，感謝國立教育廣播電台在寒假期間協助辦理這⼀場專業的廣播活動，讓⼤家能夠體驗專業廣播節⽬的製播。也感謝
成功⼤學李旺龍教授提供合作機會，未來將利⽤⾼⼆多元選修課程，開設podcast專題製作，以《週⽇科學閱讀⼤師》科普講座為主

112廣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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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在專業的設備及專業⼈才輔導協助下，⼀定能幫助同學製作出⾼品質的podcast作品，成為⾼中學習⽣涯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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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痠、血尿需注意！可能是泌尿道上皮癌警訊 醫曝治療選項
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22/6937392

2023-02-01 10:15:00 聯合報 ／ 記者林琮恩／台北報導

成大醫院癌症中心副主任蘇文彬鼓勵泌尿道上皮癌晚期患者積極接受常規治療，或參與臨床試驗，隨著
醫療科技進展，都有機會延長存活並改善生活品質。圖／123RF

國際抗癌聯盟將每年2月4日訂定為「世界癌症日」，並希望在這天號召民眾及政府關
注癌症研究及防癌行動。台灣癌症時鐘顯示每4分31秒就有一人罹癌，據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最新癌症登記報告顯示，109年新增的泌尿道上皮癌個案近四千人，膀胱
癌更高居男性癌症死亡率第11名(註1)。

一名年過60的民眾，罹患泌尿道上皮癌，發現時已是晚期，癌細胞發生轉移。歷經2度化
療，並2次參與臨床試驗取得治療新藥，該患者病情獲得控制，治療至今超過5年，癌細胞
未見復發。成大醫院癌症中心副主任蘇文彬醫師表示，泌尿道上皮癌又可分為上泌尿道
癌、腎盂癌、輸尿管癌、膀胱癌等類別，早期症狀包括無痛性血尿、疼痛性血尿、異常腰
痠、排尿不順。

蘇文彬醫師說明，因其症狀特異性不高，民眾容易忽略，不少患者確診時已是晚期；泌尿
道上皮癌晚期症狀包括骨頭痠痛、疲倦、體重下降等，多為癌細胞轉移所致。此外，他指
出，由於腫瘤阻塞尿道，患者容易出現水腎，導致腎功能不佳，需多加注意飲食、藥物服
用情況，否則將造成腎功能惡化，甚至必須洗腎。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22/6937392
https://health.udn.com/health/tagging/%E7%99%8C%E7%97%87?from=contenttag
https://health.udn.com/health/tagging/%E6%B3%8C%E5%B0%BF%E9%81%93%E4%B8%8A%E7%9A%AE%E7%99%8C?from=contenttag
https://health.udn.com/health/tagging/%E8%86%80%E8%83%B1%E7%99%8C?from=contenttag
https://health.udn.com/health/tagging/%E7%99%8C%E7%B4%B0%E8%83%9E%E8%BD%89%E7%A7%BB?from=content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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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癌症中心副主任蘇文彬表示，腰痠、血尿需注意！可能是泌尿道上皮癌警訊。圖／蘇文彬提供

蘇醫師也指出，泌尿道上皮癌好發於超過70歲的年長者；根據中研院院士陳建仁早期的研
究，台南市、嘉義縣交界處的學甲、布袋由於自來水設施開發較晚，民眾多有飲用地下水
的情況，因地下水含有砷等重金屬成分，造成該地區許多民眾罹患泌尿道上皮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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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研究顯示，服用中藥係台灣泌尿道上皮癌的致病危險因子之一，不明來路的中藥可能
含有馬兜鈴酸，容易導致細胞癌化，且可能導致腎傷害(註3)，衛福部食藥署於是在2003年
起禁止含有相關成分的藥品引進、販售(註4)。此外，長期暴露於染劑等化學物質的工作環
境，也是導致泌尿道上皮癌的原因。

在治療方面，蘇醫師表示，早期膀胱癌患者可以透過膀胱鏡局部切除腫瘤，並輔以化學治
療；上泌尿道癌患者則因為泌尿道狹窄，多須開刀切除腫瘤，若發生位置靠近腎臟，亦可
能切除部分或整顆腎臟。

晚期泌尿道上皮癌治療目前以健保給付的免疫治療為主。然而蘇醫師指出，患者在使用前
須進行PD-1、PD-L1生物標記檢測。他根據自身臨床觀察表示，僅有約百分之20的患者屬
於預期治療成效較佳的高表現，除了免疫治療，臨床上也會使用歐洲紫杉醇治療晚期泌尿
道上皮癌患者，不過目前未納入健保，患者必須自費使用。此外，以順鉑為主搭配健擇等
的化療藥物組合亦為轉移性泌尿道上皮癌第一線治療武器，然因白金類化療有傷腎的副作
用，腎功能問題的晚期患者使用上需特別注意。蘇醫師更鼓勵泌尿道上皮癌晚期患者積極
接受常規治療，或參與臨床試驗，隨著醫療科技進展，都有機會延長存活並改善生活品
質。

有關日常照護，蘇醫師也特別強調，泌尿道上皮癌治療過程中，必須經歷化療過程，患者
會出現嚴重不適，可依醫囑服用止吐藥；由於泌尿道上皮癌患者腎功能會受到影響，服用
補品、保健食品可能傷腎，務必先與醫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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