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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唯一！成大疫情下誕生新電動賽車 「嬌」點女車手 飆速試車

受到新冠肺炎影響，國際學⽣⽅程式賽⾞⼤賽（Formula SAE）⽇本站賽事連⼆年取消，台灣各
學校今年多半沒有再造新⾞，只有國⽴成功⼤學仍打造推出2021全新電動賽⾞，成為全台唯⼀在
疫情下誕⽣的電動賽⾞，盼明年能出國⽐賽，近⽇也由⼥隊⻑吳佳芬帶領試⾞飆速，直呼超有成
就感，成為全場「嬌」點。

校⻑蘇慧貞（中）、機械系主任屈⼦正（右1)、隊⻑吳佳芬(左後）等⼈新⾞發表。 吳國
棟/攝影

成功⼤學這輛新賽⾞是第三代，成本約2百多萬元，由成⼤⽅程式賽⾞隊20多名學⽣隊員從無到
有，花1年時間打造，近⽇完⼯並進⾏試⾞，總⼯程師⿈晨瑋表⽰，⾞體重量已從第⼀代340公⽄
⼤幅降為260公⽄，並由單⾺達進化到符合電動⾞趨勢的雙⾺達，且加⼊空⼒套件如前翼、尾翼、
底版等設計，過彎速度⽐以往快了近2秒，時速則只要3秒，就可以從0加速到100公⾥。

電⼒組⻑曾志仲說，為了能出國拿下好成績，團隊堅持每年都要做出⽐前⼀年更好的⾞，這次疫
情下打造賽⾞，花費的時間⽐平常多了1.5倍以上，像是電⼦材料、IC缺料，每天需不停地刷新網
站⾴⾯找貨，在全國疫情警戒下，隊員也要分⼯在家設計、製作，透過線上會議協調，再分流到
現場組裝等，協作過程雖然艱⾟，但看到成品很有成就感。

團隊也分享，蘇慧貞校⻑在新⾞發表會上曾提到，賽⾞隊同學⾝體⼒⾏地呈現所有價值，在疫情
下努⼒完成這輛電動賽⾞，她特別為電動賽⾞取⼩名「honor」，代表成⼤⼈的榮耀。

隊⻑吳佳芬今年23歲，近⽇帶領團隊試⾞，相當帥氣吸睛，她表⽰，從第⼀代到第三代都有開
過，會把油⾨踩到底，體驗飆速的快感，這種開⾃⼰做的⾞的感覺，很有成就感; 商業組⻑陳諭嫻
則是去年⾸次開賽⾞，覺得很酷、很新鮮;商業組員蘇懌帆則說，男⼥⽣都能玩賽⾞，沒有很⼤差
別，⼥⽣還可能會因為體重輕，可以開⽐較快。

2021-10-18 10:46 經濟日報 吳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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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程式賽⾞隊⽬前約有50名隊員，分為⾞體組、電⼒組、底盤組、商業組，成員來⾃不同系
所，⼤家互相分⼯，學⻑姐也會將經驗傳承給學弟妹，隊員表⽰，雖然連續2年不能出國⽐賽有點
可惜，但每年在⾞隊裡學習、成⻑，⼀起製作想做的⾞，很有成就感，未來也將持續優化，追求
更好的數據，期盼明年疫情趨緩，能到⽇本參加國際賽為國爭光。

國 ⽴ 成 功 ⼤ 學 11 ⽉ 將 邁 ⼊ 90 週 年 校 慶 ， 相 關 活 動 訊 息 請 參 考 成 ⼤ 90 校 慶 官 網
（https://90th.ncku.edu.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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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唯一！成大電動賽車　「嬌」點女車手飆
速超有成就感

▲成大校長蘇慧貞（中）、機械系主任屈子正（右1)、隊長吳佳芬(左後）等人進行新車發表。

（圖／記者林悅翻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受到新冠肺炎影響，國際學生方程式賽車大賽（Formula SAE）日本站賽事連2年

取消，台灣各學校今年多半沒有再造新車，只有國立成功大學仍打造推出2021全

新電動賽車，成為全台唯一在疫情下誕生的電動賽車，盼明年能出國比賽，近日

也由女隊長吳佳芬帶領試車飆速，直呼超有成就感，成為全場「嬌」點。

成功大學這輛新賽車是第3代，成本約2百多萬元，由成大方程式賽車隊20多名學

生隊員從無到有，花1年時間打造，近日完工並進行試車，總工程師黃晨瑋表示，

車體重量已從第一代340公斤大幅降為260公斤，並由單馬達進化到符合電動車趨

勢的雙馬達，且加入空力套件如前翼、尾翼、底版等設計，過彎速度比以往快了

近2秒，時速則只要3秒，就可以從0加速到100公里。

電力組長曾志仲說，為了能出國拿下好成績，團隊堅持每年都要做出比前一年更

好的車，這次疫情下打造賽車，花費的時間比平常多了1.5倍以上，像是電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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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IC缺料，每天需不停地刷新網站頁面找貨，在全國疫情警戒下，隊員也要分

工在家設計、製作，透過線上會議協調，再分流到現場組裝等，協作過程雖然艱

辛，但看到成品很有成就感。

團隊也分享，蘇慧貞校長在新車發表會上曾提到，賽車隊同學身體力行地呈現所

有價值，在疫情下努力完成這輛電動賽車，她特別為電動賽車取小名

「honor」，代表成大人的榮耀。

23歲的隊長吳佳芬，近日帶領團隊試車，相當帥氣吸睛，她表示從第一代到第三

代都有開過，會把油門踩到底，體驗飆速的快感，這種開自己做的車的感覺，很

有成就感; 商業組長陳諭嫻則是去年首次開賽車，覺得很酷、很新鮮;商業組員蘇

懌帆則說，男女生都能玩賽車，沒有很大差別，女生還可能會因為體重輕，可以

開比較快。

成大方程式賽車隊目前約有50名隊員，分為車體組、電力組、底盤組、商業組，

成員來自不同系所，大家互相分工，學長姐也會將經驗傳承給學弟妹，隊員表

示，雖然連續2年不能出國比賽有點可惜，但每年在車隊裡學習、成長，一起製作

想做的車，很有成就感，未來也將持續優化，追求更好的數據，期盼明年疫情趨

緩，能到日本參加國際賽為國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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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灣今年獨一輛 成大電動賽車3秒加速
100公里
成大方程式賽車隊團隊20多名學生隊員，一年內從無到有，以200多萬經費打造出第三
代電動賽車，並於近日完工試車。

By 張雅鈞, 台灣英文新聞－編輯
2021/10/18 14:57

（台灣英文新聞／ 科技組 綜合報導）疫情難掩創新精神，即使國際學生方程式賽車大賽

（Formula SAE）日本站賽事連二年因疫取消，成大方程式賽車隊仍耗時一年，打造全新電

動賽車，只需3秒，便可從0加速到100公里，成今年全台唯一新製電動賽車，望明年能藉此參

賽奪下好成績。

成大方程式賽車隊團隊20多名學生隊員，一年內從無到有，以200多萬經費打造出第三代電動

賽車，並於近日完工試車。總工程師黃晨瑋表示，車體重量已從第一代340公斤大幅降為260

公斤，並由單馬達進化到符合電動車趨勢的雙馬達，且加入空力套件如前翼、尾翼、底版等設

計，過彎速度比以往快了近2秒，時速則只要3秒，就可以從0加速到100公里。

Tweet 分享 分享 讚 5

校長蘇慧貞（中）、機械系主任屈子正（右1)、隊長吳佳芬(左後）等人新車發表。（圖／
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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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組長曾志仲說，受疫情影響，花費1.5倍以上的時間來打造賽車，除了電子材料、IC缺

料，每天需不停地刷新網站頁面找貨，在全國疫情警戒下，隊員也要分工在家設計、製作，透

過線上會議協調，再分流到現場組裝等，「協作過程雖然艱辛，但看到成品很有成就感。」

團隊中的女力不容小覷。23歲的隊長吳佳芬領軍試車，油門踩到底的飆速快感，也讓她直呼

開自己做的車很有成就感。商業組員蘇懌帆表示，賽車不分男女，女生因體重優勢還可開得更

快。

蘇慧貞校長在新車發表會則指出，賽車隊同學身體力行地呈現所有價值，在疫情下努力完成這

輛電動賽車，她特別為電動賽車取小名「honor」，代表成大人的榮耀。

成大方程式賽車隊目前約有50名隊員，來自各系所，在車隊互相切磋學習，分工合作，相當

有成就感，未來也將持續優化，追求更好的數據，期盼明年疫情趨緩，能到日本參加國際賽為

國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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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方程式賽車隊花了1年的時間，打造出第三代的全新電動賽車。（洪榮志攝）

成大打造全新方程式電動賽車 女賽車手飆速直呼：超有成就
感

中時 洪榮志12:08 2021/10/18

字級設定：小中大特

國立成功大學方程式賽車隊花了1年的時間，打造出第三代的全新電動賽車，從0加速到100公里

只需3秒，期盼明年能夠出國參加國際學生方程式賽車大賽（Formula SAE）日本站賽事，並拿下

好成績。女隊長吳佳芬近日帶領試車時，親身體會飆速的感覺後，直呼超有成就感。

今年23歲的吳佳芬表示，從第一代到第三代她都有開過，試車時都會把油門踩到底，體驗飆速的

快感，這種開自己做的車的感覺很有成就感。車隊商業組長陳諭嫻去年首度試開賽車時，也覺得

很酷、很新鮮；商業組員蘇懌帆更認為，男女生都能玩賽車，沒有很大差別，女生還可能因為體

重較輕，可以開得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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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方程式賽車隊女隊長吳佳芬試開全新電動賽車後，直呼超有成就感。（洪榮志攝）

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國際學生方程式賽車大賽（Formula SAE）日本站賽事已經連續2年取消，

台灣各大專院校今年多半也都沒有再造新車，只有國立成功大學仍打造2021全新電動賽車，期盼

明年能夠出國比賽。

成大表示，這輛新賽車已是第三代，成本約200多萬元，由成大方程式賽車隊20多名學生隊員，

從無到有花了1年的時間打造，近日完工並進行試車。校長蘇慧貞特別為電動賽車取小名

「honor」，代表成大人的榮耀。

車隊總工程師黃晨瑋指出，電動賽車的車體重量，從第一代340公斤大幅降為260公斤，還由單馬

達進化到符合電動車趨勢的雙馬達，加上空力套件，如前翼、尾翼、底版等設計，新車的過彎速

度比以往快了近2秒，時速更只要3秒即可從0加速到100公里。

車隊電力組長曾志仲也強調，為了能夠出國奪得好成績，團隊堅持每年都要做出比前一年更好的

車，此次疫情下打造的新賽車，花費的時間比平常多了1.5倍以上，像是電子材料、IC缺料，每天

需不停地刷新網站頁面找材料；在全台疫情警戒下，隊員還要分工在家設計、製作，再透過線上

會議協調，並分流到現場組裝等，協作過程雖然艱辛，但看到成品很有成就感。

目前成大方程式賽車隊共有50名隊員，分為車體組、電力組、底盤組、商業組，成員都來自不同

系所，大家互相分工，學長姐也會將經驗傳承給學弟妹。隊員表示，雖然連續2年不能出國比賽

有點可惜，但每年在車隊裡學習、成長，一起製作想做的車，很有成就感，未來也將持續優化，

追求更好的數據，期盼明年疫情趨緩，能到日本參加國際賽為國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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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新一代電動賽車誕生！3秒鐘從0加速到100公里

成大方程式賽車隊克服疫情的阻礙，完成最新一代賽車。（記者劉婉君攝）

2021/10/18 09:59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國際學生方程式賽車大賽（Formula SAE）日本站賽事，受

到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影響，連續2年取消，在許多學校暫

停打造新車之下，國立成功大學方程式賽車隊克服疫情的阻礙，仍完成2021全新電動

賽車，期盼明年可以出國比賽，近日也由隊長吳佳芬帶領試車飆速。

成大方程式賽車隊從無到有，花費1年時間打造的新一代電動賽車，成本逾200萬元，

總工程師黃晨瑋表示，車體重量從第1代賽車的340公斤，大幅降至260公斤，並由單馬

達進化到符合電動車趨勢的雙馬達，且加入空力套件如前翼、尾翼、底版等設計，過彎

速度比以往快了近2秒，只要3秒鐘，時速就可以從0加速到100公里。

電力組長曾志仲說，為了在國際競賽中拿下好成績，團隊每年都堅持做出比前1年更好

的車，但今年遇到疫情3級警戒，花費的時間比往年多了1.5倍以上，電子材料、IC晶片

等受到國際疫情影響缺料，必須每天不停地刷新網站頁面找貨；而隊員在3級警戒期間

無法全部聚集在工作室，只能分工在家設計、製作，透過線上會議協調，再分流到現場

組裝等，協作過程雖然艱辛，但看到成品很有成就感。

成大校長蘇慧貞在新車發表會表示，賽車隊同學身體力行地呈現所有價值，在疫情下努

力完成這輛電動賽車，因此為電動賽車取小名「honor」，代表成大人的榮耀。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10/18/3707351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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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的隊長吳佳芬，近日帶領團隊試車，她表示，從第1代到第3代賽車都曾參與試

車，開自己做的車，很有成就感。

商業組長陳諭嫻去年首次加入，雖然因為疫情無法出國參加比賽，但仍覺得開賽車很

酷、很新鮮；組員蘇懌帆則說，女生的體重比男生輕，可以開得比較快。

成大方程式賽車隊目前約有50名隊員，共有車體、電力、底盤、商業組等各種組別，

成員也來自不同系所，互相分工，學長姐也會將經驗傳承給學弟妹。隊員表示，雖然連

續2年不能出國比賽有點可惜，但每年在車隊裡學習、成長，一起製作想做的車，也相

當有成就感，後續將持續優化賽車，追求更好的數據，期盼明年可以不再受疫情影響，

能到日本參加國際賽為國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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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學生方程式電動賽車 零百加速僅3秒
news.pts.org.tw/article/549755

新冠肺炎影響各種國際交流活動，國際學生方程式賽車大賽日本站賽事連二年取消，但成
功大學團隊仍克服疫情影響，從找材料到隊員分工在家設計、製作，也推出2021全新電動
賽車，成為全台唯一在疫情下誕生的電動賽車，期盼明年疫情趨緩，能到日本參加國際賽
為國爭光。

由成功大學團隊花了1年時間，從無到有打造2021全新電動賽車，不止車體重量更低，更從
單馬達進化到符合電動車趨勢的雙馬達，還加入空力套件像是前翼、尾翼等設計，實際測
試從0加速到100公里只要3秒，試車畫面一出也讓人驚艷。

成功大學學生黃晨瑋介紹，「這次使用的雙馬達驅動，就是兩個馬達分別控制兩個後輪，
可以在可能彎中加速，在我們想要的狀況下，讓車子跑更快。」

成功大學學生陳諭嫻說，「同學們自己做的賽車，所以就覺得很新鮮。」

受到新冠肺炎影響，每年都會舉辦的國際學生方程式賽車日本站賽事連續兩年取消，也因
此各校都無再造新車，不過成功大學團隊克服疫情，不只疫情期間學生自主上網找材料，
警戒期間也分工在家設計、製作，但也成為全台唯一在疫情下誕生的新車，過程雖然艱
辛，但看到成品很有成就感。

成功大學學生吳佳芬表示，「有另類的成就感。就是跟平常玩卡丁車，那只是一般的。可
是實際上開上自己做的車。」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認為，把所有的心血、所有夢想，現在一點一滴都落實。「這組同學
裡面更是身體力行，呈現了所有的價值。」

成大方程式賽車團隊成員約有50位，來自不同學系但各自分工，雖然連續2年不能出國比
賽，不過每年在車隊裡學習、成長，也獲得成就感，而未來也將會持續優化，追求更好的
數據，期盼疫情趨緩後，能參加國際賽，為國爭光。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Jx-6FgPB4I&t=1s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54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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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成大學生自製3代方程式賽車 女隊長

試車飆速超拉風

2021-10-18 13:12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成大學生自行打造的第3代方程式賽車，最近完成，

受到疫情影響，花費的時間比以往至少多了一半，

但成果豐碩， 不僅車身減輕約4 分之1 ，加速也更

快，最近由車隊女隊長吳佳芬帶領試車，也成為全

場「嬌」點。

成 大學生 自 行打造的第3代方程式賽車， 最近完成 ，由車隊女隊長吳佳芬帶領

試車。圖／成 大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6%AB%E6%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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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表示，受到新冠肺炎影響，國際學生方程式賽

車大賽（Formula SAE）日本站賽事連兩年取消，

台灣各校今年多半沒有再造新車，只有成大仍打造

推出2021全新電動賽車。

這輛新賽車是第3代，成本約200多萬元，由成大方

程式賽車隊20多名學生隊員從無到有，花1年時間

打造，近日完工並進行試車，總工程師黃晨瑋表

示，車體重量已從第一代340 公斤大幅降為 260 公

斤，並由單馬達進化到符合電動車趨勢的雙馬達，

且加入空力套件如前翼、尾翼、底版等設計，過彎

速度比以往快了近2秒，時速則只要3秒，就可以從

0加速到100公里。

電力組長曾志仲說，這次疫情下打造賽車，花費的

時間比平常多了一半以上，在全國疫情警戒下，隊

員分工在家設計、製作，透過線上會議協調，再分

流到現場組裝，像是電子材料、IC缺料，每天需不

停地刷新網站頁面找貨，協作過程雖然艱辛，但看

到成品很有成就感。

隊長吳佳芬今年23歲，近日帶領團隊試車，相當帥

氣吸睛，她表示，從第1代到第3代都有開過，會把

油門踩到底，體驗飆速的快感，這種開自己做的車

的感覺，很有成就感; 商業組長陳諭嫻則是去年首次

開賽車，覺得很酷、很新鮮;商業組員蘇懌帆則說，

男女生都能玩賽車，沒有很大差別，女生還可能會

因為體重輕，可以開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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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蘇慧貞校長在新車發表會提到，賽車隊同學身

體力行地呈現所有價值，在疫情下努力完成這輛電

動賽車，她特別為電動賽車取小名「honor」，代

表成大人的榮耀。

成 大學生 自 行打造的第 3代方程式賽車， 最近完成 ，圖為 新

車發表會 上校長蘇慧貞（中）、機械系主任屈子 正（灰衣 ) 、

隊長吳佳芬（左）。圖／成 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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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材料系洪飛義團隊歷時4年，開發鋁合金粉末燒
結新技術。

40年來重大突破！成大洪飛義發表鋁合金粉末燒結技術
／

2021/10/16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鋁粉易

燃又製造不易，40年來全球鋁合金粉

末一直無法有效導入粉末冶金產業應

用。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系特聘教授洪

飛義團隊鑽研4年，終於建立領先全球

的鋁合金粉末燒結技術，開發出高強

度且耐海水腐蝕的鋁合金粉末暨燒結

技術，未來可望延伸應用電動車輛與

船舶科技工程。
 

　鋁合金粉末具輕質特性，在運輸工具輕量化上扮演要角。目前已大量應用在航

空、汽車、機械製造、船舶工業。洪飛義表示，成大建立的鋁合金粉末燒結體，除

了鋁元素之外，也含有鎳元素、銅元素，這讓鋁合金粉末冶金工件的材料強度與耐

海水腐蝕能力堪稱世界第一。洪飛義也指出，目前相關數據預計11月發表在國際重

要期刊Powder Metallurgy，團隊也正積極評估其他系列的鋁合金粉末冶金製程。
 

　從細微的金屬粉末到具體成型且堅固耐用的金屬工件，鋁粉需先經過壓胚成型，

將粉末壓成或長、或短的金屬零件，再透過粉末燒結，加強零件的硬度與完成定

型。「光是有鋁合金粉末是不夠的」，洪飛義說，台灣的鋁粉幾乎仰賴進口，無法

客製化。高性能鋁鎳銅合金粉末，俱備優異的高溫機械強度，但卻製造不易。
 

　本次研究，洪飛義團隊先是與台南金屬粉末製造大廠圓融公司合作，開發高強度

又抗腐蝕的鋁合金粉末，跨出研究第一步。「粉末壓胚好比米飯揉壓成三角飯糰，

透過烘烤可讓飯糰更為緊實成型」。洪飛義解釋，要在金屬專業領域具有重大突

破，仍需突破4項材料門檻才有機會成功。因此，團隊與業界產學合作，攜手並進。
 

　洪飛義指出，鋁合金粉末表面有氧化皮膜，無法使用傳統燒結方法。另外，鋁合

金粉體黏結性低，胚料強度低，也會導致燒結效果差。再來，鋁合金粉末燒結容易

造成偏析而脆化。燒結完成後，仍需進行特殊熱處理製程，才有可能使零件具有高

強度與耐腐蝕性等特質。
 

　粉末燒結前，為取得鋁合金粉末壓胚，成大團隊委託苗栗旭宏公司協助鋁合金粉

末壓胚，再由團隊研究員趙俊任博士與研究生繆梓峰共同設計新燒結條件，降低氧

含量與改善燒結溫度，並找到合適的熱處理參數，一一突破所有的技術門檻，進行

燒結與熱處理，最終建立領先全球的鋁合金粉末燒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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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重大突破！成大洪飛義發表鋁合金粉末燒結技術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鋁粉易燃又製造不易，40年來全球鋁合金粉末一直無

法有效導入粉末冶金產業應用；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系特聘教授洪飛義團隊鑽研4年，終

於建立領先全球的鋁合金粉末燒結技術，開發出高強度且耐海水腐蝕的鋁合金粉末暨

燒結技術，未來可望延伸應用電動車輛與船舶科技工程。

鋁合金粉末具輕質特性，在運輸工具輕量化上扮演要角。目前已大量應用在航空、汽

車、機械製造、船舶工業。洪飛義表示，成大建立的鋁合金粉末燒結體，除了鋁元素

之外，也含有鎳元素、銅元素，這讓鋁合金粉末冶金工件的材料強度與耐海水腐蝕能

力堪稱世界第一；目前相關數據預計11月發表在國際重要期刊Powder Metallurgy，

團隊也正積極評估其他系列的鋁合金粉末冶金製程。

從細微的金屬粉末到具體成型且堅固耐用的金屬工件，鋁粉需先經過壓胚成型，將粉

末壓成或長、或短的金屬零件，再透過粉末燒結，加強零件的硬度與完成定型。「光

是有鋁合金粉末是不夠的」，洪飛義說，臺灣的鋁粉幾乎仰賴進口，無法客製化，高

性能鋁鎳銅合金粉末，俱備優異的高溫機械強度，但卻製造不易。

本次研究，洪飛義團隊先是與臺南金屬粉末製造大廠圓融公司合作，開發高強度又抗

勁報 2021/10/15 22:13(2天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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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蝕的鋁合金粉末，跨出研究第一步。「粉末壓胚好比米飯揉壓成三角飯糰，透過烘

烤可讓飯糰更為緊實成型」。洪飛義解釋，要在金屬專業領域具有重大突破，仍需突

破4項材料門檻才有機會成功。因此，團隊與業界產學合作，攜手並進。

洪飛義指出，鋁合金粉末表面有氧化皮膜，無法使用傳統燒結方法；另外，鋁合金粉

體黏結性低，胚料強度低，也會導致燒結效果差；再來，鋁合金粉末燒結容易造成偏

析而脆化，燒結完成後，仍需進行特殊熱處理製程，才有可能使零件具有高強度與耐

腐蝕性等特質。

校方表示，粉末燒結前，為取得鋁合金粉末壓胚，成大團隊委託苗栗旭宏公司協助鋁

合金粉末壓胚，再由團隊研究員趙俊任博士與研究生繆梓峰共同設計新燒結條件，降

低氧含量與改善燒結溫度，並找到合適的熱處理參數，一一突破所有技術門檻，進行

燒結與熱處理，最終建立領先全球的鋁合金粉末燒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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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來重大突破！成大洪飛義教授發表鋁合金粉末燒
結技術
文 謝易晏 2021.10.18

鋁合金粉末具輕質特性，在運輸工具輕量化上扮演要角。目前已大量應用在航空、汽車、機械製造、船舶工

業。洪飛義表示，成大建立的鋁合金粉末燒結體，除了鋁元素之外，也含有鎳元素、銅元素，這讓鋁合金粉末

冶金工件的材料強度與耐海水腐蝕能力堪稱世界第一。洪飛義也指出，目前相關數據預計11月發表在國際重

要期刊Powder Metallurgy，團隊也正積極評估其他系列的鋁合金粉末冶金製程。

成大材料系洪飛義特聘教授團隊歷時４年，開發鋁合金粉末燒結新技術。圖/成大提供

鋁粉易燃又製造不易，40年來全球鋁合金粉末一直無法有效導入粉末冶金產業應用。國立

成功大學材料系特聘教授洪飛義團隊鑽研4年，終於建立領先全球的鋁合金粉末燒結技術，

開發出高強度且耐海水腐蝕的鋁合金粉末暨燒結技術，未來可望延伸應用電動車輛與船舶科

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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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 粉末冶金產業 成功大學材料系 洪飛義特聘教授

從細微的金屬粉末到具體成型且堅固耐用的金屬工件，鋁粉需先經過壓胚成型，將粉末壓成或長、或短的金屬

零件，再透過粉末燒結，加強零件的硬度與完成定型。「光是有鋁合金粉末是不夠的」，洪飛義說，台灣的鋁

粉幾乎仰賴進口，無法客製化。高性能鋁鎳銅合金粉末，俱備優異的高溫機械強度，但卻製造不易。

本次研究，洪飛義團隊先是與台南金屬粉末製造大廠圓融公司合作，開發高強度又抗腐蝕的鋁合金粉末，跨出

研究第一步。「粉末壓胚好比米飯揉壓成三角飯糰，透過烘烤可讓飯糰更為緊實成型」。洪飛義解釋，要在金

屬專業領域具有重大突破，仍需突破4項材料門檻才有機會成功。因此，團隊與業界產學合作，攜手並進。

洪飛義指出，鋁合金粉末表面有氧化皮膜，無法使用傳統燒結方法。另外，鋁合金粉體黏結性低，胚料強度

低，也會導致燒結效果差。再來，鋁合金粉末燒結容易造成偏析而脆化。燒結完成後，仍需進行特殊熱處理製

程，才有可能使零件具有高強度與耐腐蝕性等特質。

粉末燒結前，為取得鋁合金粉末壓胚，成大團隊委託苗栗旭宏公司協助鋁合金粉末壓胚，再由團隊研究員趙俊

任博士與研究生繆梓峰共同設計新燒結條件，降低氧含量與改善燒結溫度，並找到合適的熱處理參數，一一突

破所有的技術門檻，進行燒結與熱處理，最終建立領先全球的鋁合金粉末燒結技術。

https://ctee.com.tw/tag/%e5%9c%8b%e7%ab%8b%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https://ctee.com.tw/tag/%e7%b2%89%e6%9c%ab%e5%86%b6%e9%87%91%e7%94%a2%e6%a5%ad
https://ctee.com.tw/tag/%e6%88%90%e5%8a%9f%e5%a4%a7%e5%ad%b8%e6%9d%90%e6%96%99%e7%b3%bb
https://ctee.com.tw/tag/%e6%b4%aa%e9%a3%9b%e7%be%a9%e7%89%b9%e8%81%98%e6%95%99%e6%8e%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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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鋁合金粉末技術 重大突破
2021-10-16

成大材料系洪飛義教授團隊發表鋁合金粉末燒結新技術。（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鋁粉易燃又製造不易，四十年來全球鋁合金粉末一直無法有效導入粉末冶金產業應用。成功大學材料系特聘教授洪飛義團隊鑽研四年，領先全球開發

出高強度且耐海水腐蝕的鋁合金粉末暨燒結新技術，未來可望延伸應用電動車輛與船舶科技工程。

鋁合金粉末具輕質特性，在運輸工具輕量化上扮演要角，目前已大量應用在航空、汽車、機械製造、船舶工業。洪飛義表示，成大建立的鋁合金粉末

燒結體，除了鋁元素之外，也含有鎳元素、銅元素，這讓鋁合金粉末冶金工件的材料強度與耐海水腐蝕能力堪稱世界第一。洪飛義指出，目前相關數

據預計十一月發表在國際重要期刊《Powder Metallurgy》，團隊也正積極評估其他系列的鋁合金粉末冶金製程。

此次研究，洪飛義團隊先是與台南金屬粉末製造大廠圓融公司合作，開發高強度又抗腐蝕的鋁合金粉末，跨出研究第一步。洪飛義指出，鋁合金粉末

表面有氧化皮膜，無法使用傳統燒結方法。另外，鋁合金粉體黏結性低，胚料強度低，也會導致燒結效果差。再來，鋁合金粉末燒結容易造成偏析而

脆化。燒結完成後，仍需進行特殊熱處理製程，才有可能使零件具有高強度與耐腐蝕性等特質。

粉末燒結前，為取得鋁合金粉末壓胚，成大團隊委託苗栗旭宏公司協助鋁合金粉末壓胚，再由團隊研究員趙俊任博士與研究生繆梓峰共同設計新燒結

條件，降低氧含量與改善燒結溫度，並找到合適的熱處理參數，一一突破所有的技術門檻，進行燒結與熱處理，建立領先全球的鋁合金粉末燒結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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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合金粉末燒結技術 成大突破性研究

成大材料系洪飛義團隊歷時４年，開發鋁合金粉末燒結新技術。（圖由成功大學

提供）

2021/10/16 09:12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鋁粉易燃又製造不易，40年來全球鋁合金粉末一直無法有

效導入粉末冶金產業應用。成功大學材料系特聘教授洪飛義團隊鑽研4年，終於建立領

先全球的鋁合金粉末燒結技術，開發出高強度且耐海水腐蝕的鋁合金粉末暨燒結技術，

未來可望延伸應用電動車輛與船舶科技工程。

鋁合金粉末具輕質特性，目前已大量應用在航空、汽車、機械製造、船舶工業。洪飛義

表示，成大建立的鋁合金粉末燒結體，除了鋁元素之外，也含有鎳元素、銅元素，讓鋁

合金粉末冶金工件的材料強度與耐海水腐蝕能力堪稱世界第一，相關數據預計11月發表

在國際重要期刊Powder Metallurgy。

洪飛義說，台灣的鋁粉幾乎仰賴進口，無法客製化，高性能鋁鎳銅合金粉末，具備優異

的高溫機械強度，但卻製造不易。

洪飛義研究團隊先是與台南金屬粉末製造大廠圓融公司合作，開發高強度又抗腐蝕的鋁

合金粉末，跨出研究第一步，「粉末壓胚好比米飯揉壓成三角飯糰，透過烘烤可讓飯糰

更為緊實成型」。

洪飛義解釋，鋁合金粉末表面有氧化皮膜，無法使用傳統燒結方法，另外，鋁合金粉體

黏結性低，胚料強度低，也會導致燒結效果差，而且鋁合金粉末燒結容易造成偏析而脆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10/16/3705756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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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燒結完成後，仍需進行特殊熱處理製程，才可能使零件具有高強度與耐腐蝕性特

質。

粉末燒結前，為取得鋁合金粉末壓胚，成大團隊委託苗栗旭宏公司協助鋁合金粉末壓

胚，再由團隊研究員趙俊任博士與研究生繆梓峰共同設計新燒結條件，降低氧含量與改

善燒結溫度，並找到合適的熱處理參數，一一突破所有的技術門檻進行燒結與熱處理。

鋁合金粉末壓胚成型的工件需經特殊高溫燒結提升硬度，鋁合金工件燒結前質地

脆弱易斷裂（左前），燒結後硬度增加（右上）。（圖由成功大學提供）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10/16/3705756_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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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90歲 成大和馬祖酒廠合推9999瓶紀念酒

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校慶，與馬祖酒廠合作推出「成功大學90週年紀念

酒」，限量9999瓶，今日舉辦開箱啟動發表會。（取自線上直播）

2021/10/15 16:03

〔記者林曉雲／台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校慶，與馬祖酒廠合作推出「成功大

學90週年紀念酒」，限量9999瓶，今日舉辦開箱啟動發表會。

成大校長蘇慧貞、連江縣縣長劉增應、文化部文資局局長陳濟民等人出席發表會。

校方表示，成大去年開始與馬祖啟動「戰地轉身•轉譯再生」統籌計畫，邀請國內知名

建築師到馬祖各據點進行再造歷史現場，也進行馬祖品牌形象設計，透過大學社會責任

USR精神，建立成大與馬祖的聯結，協助推動島嶼博物館，以美感與文化提昇進行生

活場域再造。

校長蘇慧貞介紹成大90年校慶專屬紀念酒，彰顯「藏行顯光、成就共好」的美好精

神，包裝袋一角以「圖與地」翻轉手法呈現「藏與顯」的關係，外盒以環環相扣的圖

騰，顯示校友之間綿密的緣份連結，酒瓶上的橫紋一層代表一年，堆疊而成90年歲

月，象徵成大師生共同努力，校徽標位於1971年正式改名為國立成功大學的年份，校

友可以附帶的紅繩，繫在對自己最特別的那一年，共限量9999瓶。

連江縣縣長劉增應表示，成大90年紀念酒選用馬祖15年陳年高粱，馬祖高粱酒價值因

此倍增，他感謝成大統籌執行馬祖的戰地轉身計畫，馬祖具有全國唯一的閩東文化、珍

貴的戰地文化資產，2008年推動成為世界遺產潛力點，2018年在文化部協助下推動再

造歷史現場計畫，希望建立島嶼博物館，朝向國際藝術島前進，跟國人和世界分享馬祖

的美好，未來在成大持續協助下，相信馬祖可以精彩轉身。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10/15/3705093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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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馬祖酒廠合作推出「成功大學90週年紀念酒」
  2021-10-15 22:28 產業

90 90 10 15
90

【本報記者黃蕙蘭/台北報導】為慶祝國立成功大學 週年校慶，成功大學與馬祖酒廠合作推出「成功大學 週年紀念酒」， 月 日上午於

臺北寒舍艾美酒店舉辦《國立成功大學 週年紀念酒發表會》，由連江縣劉縣長增應、連江縣政府陳局長濟民及國立成

90功大學蘇校長慧貞一同為國立成功大學 週年紀念酒發表會進行啟動儀式。

90 90
劉增應縣長指出，期望這次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能夠將成大豐厚的學術能量與馬祖在地文化底蘊結合，進而提升馬祖整體的發展，這次能夠

參與國立成功大學 週年校慶，結合馬祖酒廠共同發表成大 週年校慶紀念酒，期待成大能夠在未來一同為社會做出更龐大的貢獻。

USR 
蘇慧貞校長則是認為成大未來要形塑大學社會責任的新型態，將以三大面向「場域實踐」、「品牌識別」與「大學責任」為馬祖整體進行發展

思考，透過邀請成大校友團隊的國內知名建築師到馬祖各個據點進行再造歷史現場，以推動大學社會責任 的精神，讓豐厚的學術經驗能

量與馬祖在地文化底蘊相結合，共同彰顯「藏行顯光、成就共好」的美好精神！

90 15 90而此次國立成功大學 週年紀念酒選用的是在馬祖坑道內緩慢熟成，焠鍊醇化的「馬祖酒廠 年陳年高粱」，象徵 年來成功大學累積的豐

厚底蘊，最後鍛鍊出最純粹最寶貴的文化底蘊。盒身採用圖與地的翻轉手法，來表現「藏與顯」的關係，與成功大學「藏行顯光、成就共好」

的文化理念相互輝映。層層堆疊的圖騰如同每個校友間，小小的緣分將之所有聯繫於一起，帶來綿密的緣分與連結。

橫紋層層世代傳承

90
1971

瓶身設計以一條條橫紋層層堆疊，一層及代表一年，象徵這 週年堆疊而成的全體師生，成就了現在的國立成功大學。而瓶身上也放置上國

立成功大學的校徽於瓶身標記 年處，這年從省立成功大學正式改名為國立成功大學的年份。

成大九十紅線結緣

紅線象徵每位校友與成功大學之緣分，將紅線系上與自身特殊意義年分，建立屬於自己的專屬意義。

循環材料永續發展

從設計、製作到使用實踐循環永續的理念，瓶身採用可回收再利用的材料。每位收藏這瓶酒的皆可留下酒瓶以永續使用，象徵永續不斷的淬鍊

成就更好的國立成功大學。

成就共好，捐款回禮

90彰顯「藏行顯光 成就共好 的美好精神 於本次 週年紀念酒活動中可進行四種不同方案捐款回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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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彰顯「藏行顯光、成就共好」的美好精神，於本次 週年紀念酒活動中可進行四種不同方案捐款回禮。

A $3,600方案 －成心一瓶：捐款 元可獲得回禮一瓶。

B NT$20,000 6方案 －就推一手：每捐贈 ，回禮 瓶，

C- NT$20,000 1方案 共感一號：每捐贈 ，回禮專屬編號紀念酒 瓶，

D-方案 好事一樁：大額捐款，少量回禮。

NT$500,000＊捐款 以上，只需少量紀念酒回禮

90 90更多 週年紀念酒相關活動訊息，歡迎參考「成功 紀念酒」網站

（http://chengkung9.90th.ncku.edu.tw/）查詢。

http://chengkung9.90th.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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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酒作見證　成大攜手馬祖讓戰地轉身與再
生

▲成大與馬祖酒廠推出90週年紀念酒。（圖／成大提供）

記者許敏溶／台北報導

成功大學歡慶90週年校慶，與馬祖酒廠攜手推出「成功大學90週年紀念酒」，也

展開「戰地轉身•轉譯再生」計劃，成大表示，將結合成大跨領域教師群，用豐

厚學術能量與馬祖在地文化底蘊，針對馬祖進行再造歷史現場及戰地轉生計劃，

希望透過藝術設計，讓馬祖從戰地文化景觀找尋未來永續發展。

為歡慶90週年校慶，成大限量發行9999瓶「成功90校慶紀念酒」，今天在台北舉

行校慶紀念酒新品發表會，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成大90年的歷史有一個期待，

不僅光榮成大所在的台南，也繼續承載台灣，更應展現世界一流大學的態度與思

考，在更遠的地方、不同的基地去展出我們貢獻，也就是「戰地轉身•轉譯再

生」計畫，體現90年來深受社會信任的成大特質「我們既承諾也實踐」。

成大建築系名譽教授傅朝卿認為，馬祖軍事遺跡具世界級文化價值，去年校長蘇

慧貞帶領校內一級主管前往馬祖，舉辦共識營，誕生成大90校慶紀念酒，而馬祖

質樸、直觀、純粹的軍事遺跡非常特別，成大、馬祖「戰地轉身•轉譯再生」計

劃，希望透過藝術設計，讓馬祖從戰地文化景觀找尋未來永續發展。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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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表示，這次馬祖「戰地轉身」計劃，以「場域實踐」、「品牌識別」與「大

學責任」三大面向，為馬祖整體進行發展思考，集結成大建築、工設等跨領域教

師群，與台灣得獎年輕建築師統籌計劃，邀請國內知名建築師到馬祖各據點進行

歷史現場再造，也進行馬祖品牌形象設計，以走進社會，參與社會創新精神建立

成大與馬祖的在地連結，協助推動島嶼博物館，以美感與文化提昇進行生活場域

再造，並讓豐厚的學術經驗能量與馬祖在地文化底蘊相結合，共同彰顯「藏行顯

光、成就共好」的美好精神。

「謝謝成大讓馬祖看見自己的價值。」連江縣縣長劉增應指出，成大跟馬祖的合

作，不只推出成功90紀念酒，還包含再造歷史現場及戰地轉生計劃，馬祖過去是

戰地、是前線，未來這幾年將是馬祖發展非常重要的關鍵時刻，期望這次與成大

合作，一如成功90紀念酒，完美，經典，讓馬祖精彩轉生，跟世界共享馬祖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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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X 馬祖酒廠 成大90週年紀念酒發表

※ 提醒您：禁⽌酒駕。未滿⼗⼋歲，禁⽌飲酒。

學術與在地⽂化結合再傳佳話 !為慶祝國⽴成功⼤學90週年校慶，成功⼤學與⾺祖酒廠合作推出
「成功⼤學90週年紀念酒」，10⽉15⽇在臺北寒舍艾美酒店舉辦《國⽴成功⼤學90週年紀念酒發
表會》，由連江縣縣⻑劉增應、連江縣政府局⻑陳濟⺠及國⽴成功⼤學校⻑蘇慧貞⼀同為成⼤90

週年紀念酒發表會進⾏啟動儀式。

連江縣縣⻑劉增應指出，期望這次與成功⼤學合作，能夠將成⼤豐厚的學術能量與⾺祖在地⽂化
底蘊結合，進⽽提升⾺祖整體的發展，這次能夠參與國⽴成功⼤學90週年校慶，結合⾺祖酒廠共
同發表成⼤90週年校慶紀念酒，期待成⼤能夠在未來⼀同為社會做出更龐⼤的貢獻。

成功⼤學校⻑蘇慧貞表⽰，成⼤未來要形塑⼤學社會責任的新型態，將以三⼤⾯向「場域實
踐」、「品牌識別」與「⼤學責任」為⾺祖整體進⾏發展思考，透過邀請成⼤校友團隊的國內知
名建築師到⾺祖各個據點進⾏再造歷史現場，以推動⼤學社會責任USR 的精神，讓豐厚的學術經
驗能量與⾺祖在地⽂化底蘊相結合，共同彰顯「藏⾏顯光、成就共好」的美好精神！

2021-10-15 22:03 經濟日報 項家麟

國⽴成功⼤學九⼗週年今（15）⽇以成功⼤學及⾺祖英⽂縮寫造型壓克⼒於寒舍艾美進⾏啟動儀式。以成功⼤學及⾺祖縮寫，象徵這

次90週年活動的合作。主辦單位／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1/10/15/2/14317534.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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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成功⼤學90週年紀念酒選⽤的是在⾺祖坑道內緩慢熟成，焠鍊醇化的「⾺祖酒廠15年陳年
⾼粱」，象徵90年來成功⼤學累積的豐厚底蘊，最後鍛鍊出最純粹最寶貴的⽂化底蘊。盒⾝採⽤
圖與地的翻轉⼿法，來表現「藏與顯」的關係，與成功⼤學「藏⾏顯光、成就共好」的⽂化理念
相互輝映。層層堆疊的圖騰如同每個校友間，⼩⼩的緣分將之所有聯繫於⼀起，帶來綿密的緣分
與連結。

橫紋層層世代傳承─

瓶⾝設計以⼀條條橫紋層層堆疊，⼀層及代表⼀年，象徵這90週年堆疊⽽成的全體師⽣，成就了
現在的國⽴成功⼤學。⽽瓶⾝上也放置上國⽴成功⼤學的校徽於瓶⾝標記1971年處，這年從省⽴
成功⼤學正式改名為國⽴成功⼤學的年份。

成⼤九⼗紅線結緣─

  

紅線象徵每位校友與成功⼤學之緣分，將紅線系上與⾃⾝特殊意義年分，建⽴屬於⾃⼰的專屬意
義。

循環材料永續發展─

  

從設計、製作到使⽤實踐循環永續的理念，瓶⾝採⽤可回收再利⽤的材料。每位收藏這瓶酒的皆
可留下酒瓶以永續使⽤，象徵永續不斷的淬鍊成就更好的國⽴成功⼤學。

成就共好，捐款回禮─

  

彰顯「藏⾏顯光、成就共好」的美好精神，於本次90週年紀念酒活動中可進⾏四種不同⽅案捐款
回禮。

⽅案A－成⼼⼀瓶：捐款$3,600元可獲得回禮⼀瓶。

⽅案B－就推⼀⼿：每捐贈NT$20,000，回禮6瓶，

⽅案C-共感⼀號：每捐贈NT$20,000，回禮專屬編號紀念酒1瓶，

⽅案D-好事⼀樁：⼤額捐款，少量回禮。

＊捐款NT$500,000以上，只需少量紀念酒回禮

更 多 90 週 年 紀 念 酒 相 關 活 動 訊 息 ， 歡 迎 參 考 「 成 功 90 紀 念 酒 」 網 站
（https://chengkung9.90th.ncku.edu.tw/）查詢。

https://chengkung9.90th.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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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功⼤學及⾺祖縮寫，象徵這次90週年活動的合作。主辦單位／提供

以榕樹造型拼圖，象徵成⼤校友⼀點⼀點拼出及累積成⼤的深厚⽂化。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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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馬祖酒廠紀念酒 發表會
By朱 麒鼎 2021 年 10 月 16 日

國立成功大學九十週年（15日）以成功大學及馬祖英文縮寫造型壓克力 於
寒舍艾美進行啟動儀式。

爽爆新聞網/記者朱麒鼎/台北報導

為慶祝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校慶，成功大學與馬祖酒廠合作推出「成功

大學90週年紀念酒」，10月15日上午於臺北寒舍艾美酒店舉辦《國立

成功大學90週年紀念酒發表會》，由連江縣劉縣長增應、連江縣政府陳

局長濟民及國立成功大學蘇校長慧貞一同為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紀念酒

發表會進行啟動儀式。

 

劉增應縣長指出，期望這次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能夠將成大豐厚的學

術能量與馬祖在地文化底蘊結合，進而提升馬祖整體的發展，這次能夠

參與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校慶，結合馬祖酒廠共同發表成大90週年校慶

紀念酒，期待成大能夠在未來一同為社會做出更龐大的貢獻。

http://www.aplusnews.net/author/jacky356854gmail-com/
http://www.aplusnews.net/author/jacky356854gmail-com/
http://www.aplusnews.net/wp-content/uploads/2021/10/B83B9A43-AFD4-4CB9-9542-7B44FCB0BE31-scaled.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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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榕樹造型拼圖象徵成大校友一點一點拼出及累積成大的深厚文化

蘇慧貞校長則是認為成大未來要形塑大學社會責任的新型態，將以三大

面向「場域實踐」、「品牌識別」與「大學責任」為馬祖整體進行發展

思考，透過邀請成大校友團隊的國內知名建築師到馬祖各個據點進行再

造歷史現場，以推動大學社會責任USR 的精神，讓豐厚的學術經驗能量

與馬祖在地文化底蘊相結合，共同彰顯「藏行顯光、成就共好」的美好

精神！

而此次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紀念酒選用的是在馬祖坑道內緩慢熟成，焠

鍊醇化的「馬祖酒廠15年陳年高粱」，象徵90年來成功大學累積的豐厚

底蘊，最後鍛鍊出最純粹最寶貴的文化底蘊。盒身採用圖與地的翻轉手

法，來表現「藏與顯」的關係，與成功大學「藏行顯光、成就共好」的

文化理念相互輝映。層層堆疊的圖騰如同每個校友間，小小的緣分將之

所有聯繫於一起，帶來綿密的緣分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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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90週年活動紀念酒，瓶身以90層做堆疊，代表成大九十年的歲
月，並利用紅線象徵每位校友與成大之間不同的緣分。

橫紋層層世代傳承

　　瓶身設計以一條條橫紋層層堆疊，一層及代表一年，象徵這90週年

堆疊而成的全體師生，成就了現在的國立成功大學。而瓶身上也放置上

國立成功大學的校徽於瓶身標記1971年處，這年從省立成功大學正式改

名為國立成功大學的年份。

成大九十紅線結緣

　　紅線象徵每位校友與成功大學之緣分，將紅線系上與自身特殊意義

年分，建立屬於自己的專屬意義。

循環材料永續發展

　　從設計、製作到使用實踐循環永續的理念，瓶身採用可回收再利用

的材料。每位收藏這瓶酒的皆可留下酒瓶以永續使用，象徵永續不斷的

淬鍊成就更好的國立成功大學。

成就共好，捐款回禮

彰顯「藏行顯光、成就共好」的美好精神，於本次90週年紀念酒活動中

可進行四種不同方案捐款回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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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A－成心一瓶：捐款$3,600元可獲得回禮一瓶。

方案B－就推一手：每捐贈NT$20,000，回禮6瓶，

方案C-共感一號：每捐贈NT$20,000，回禮專屬編號紀念酒1瓶，

方案D-好事一樁：大額捐款，少量回禮。

＊捐款NT$500,000以上，只需少量紀念酒回禮

更多90週年紀念酒相關活動訊息，歡迎參考「成功90紀念酒」網站

（https://chengkung9.90th.ncku.edu.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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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5日

國立成功大學與馬祖酒廠合作推出 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紀念
酒

thehubnews.net/archives/59455

生活中心/台北報導

為慶祝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校慶，成功大學與馬祖酒廠合作推出「成功大學90週年紀念
酒」，10月15日上午於臺北寒舍艾美酒店舉辦《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紀念酒發表會》，由
連江縣劉縣長增應、連江縣政府陳局長濟民及國立成功大學蘇校長慧貞一同為國立成功大
學90週年紀念酒發表會進行啟動儀式。

劉增應縣長指出，期望這次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能夠將成大豐厚的學術能量與馬祖在地
文化底蘊結合，進而提升馬祖整體的發展，這次能夠參與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校慶，結合
馬祖酒廠共同發表成大90週年校慶紀念酒，期待成大能夠在未來一同為社會做出更龐大的
貢獻。

https://www.thehubnews.net/archives/59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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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九十週年今（15日）以成功大學及馬祖英文縮寫造型壓克力，於寒舍艾美
進行啟動儀式。(圖/主辦單位提供)

蘇慧貞校長則是認為成大未來要形塑大學社會責任的新型態，將以三大面向「場域實
踐」、「品牌識別」與「大學責任」為馬祖整體進行發展思考，透過邀請成大校友團隊的
國內知名建築師到馬祖各個據點進行再造歷史現場，以推動大學社會責任USR 的精神，讓
豐厚的學術經驗能量與馬祖在地文化底蘊相結合，共同彰顯「藏行顯光、成就共好」的美
好精神！

而此次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紀念酒選用的是在馬祖坑道內緩慢熟成，焠鍊醇化的「馬祖酒
廠15年陳年高粱」，象徵90年來成功大學累積的豐厚底蘊，最後鍛鍊出最純粹最寶貴的文
化底蘊。盒身採用圖與地的翻轉手法，來表現「藏與顯」的關係，與成功大學「藏行顯
光、成就共好」的文化理念相互輝映。層層堆疊的圖騰如同每個校友間，小小的緣分將之
所有聯繫於一起，帶來綿密的緣分與連結。

橫紋層層世代傳承

瓶身設計以一條條橫紋層層堆疊，一層及代表一年，象徵這90週年堆疊而成的全體師生，
成就了現在的國立成功大學。而瓶身上也放置上國立成功大學的校徽於瓶身標記1971年
處，這年從省立成功大學正式改名為國立成功大學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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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榕樹造型拼圖象徵成大校友一點一點拼出及累積成大的深厚文化。(圖/主辦單位提供)

成大九十紅線結緣

紅線象徵每位校友與成功大學之緣分，將紅線系上與自身特殊意義年分，建立屬於自己的
專屬意義。

循環材料永續發展

從設計、製作到使用實踐循環永續的理念，瓶身採用可回收再利用的材料。每位收藏這瓶
酒的皆可留下酒瓶以永續使用，象徵永續不斷的淬鍊成就更好的國立成功大學。

成就共好，捐款回禮

彰顯「藏行顯光、成就共好」的美好精神，於本次90週年紀念酒活動中可進行四種不同方
案捐款回禮。

方案A－成心一瓶：捐款$3,600元可獲得回禮一瓶。
 方案B－就推一手：每捐贈NT$20,000，回禮6瓶。

 方案C-共感一號：每捐贈NT$20,000，回禮專屬編號紀念酒1瓶。
 方案D-好事一樁：大額捐款，少量回禮。(捐款NT$500,000以上，只需少量紀念酒回

禮。)

更多90週年紀念酒相關活動訊息，歡迎參考「成功90紀念酒」網站
（https://chengkung9.90th.ncku.edu.tw/）查詢。

https://chengkung9.90th.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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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3團隊 獲2021首屆TSAA台灣永續行動獎

凝聚永續，成為改變世界的⼒量，國⽴成功⼤學3個團隊13⽇獲頒2021第⼀屆 「TSAA台灣永續
⾏動獎」銅牌，3個團隊各依專業領域，分別就聯合國SDG4教育品質、SDG15陸地⽣態以及
SDG12永續城市提出具體⾏動⽅案，展現⼤學永續發展、實踐社會責任的使命與亮眼成果。

⾸屆2021 TSAA台灣永續⾏動獎共計有2個團隊代表成⼤獲獎，分別為：成⼤⽂學院團隊以提升教
育品質為⾏動發展⽬標所提出的「⾛⼊社會，踏溯台南」計畫，以及成⼤⽔利及海洋⼯程學系教
授王筱雯團隊針對濕地保育，提出「以科學為橋樑之參與式濕地明智利⽤規劃」。

「課程不再以教室為單⼀授課空間，整座城市或國家都是教育場域」。成⼤副校⻑暨⽂學院院⻑
陳⽟⼥表⽰，科技時代依賴科技的同時也應重視實境溝通的重要性，「踏溯台南」藉由跨領域教
師群攜⼿打破學科界線，結合數位科技、新舊產業演變、⽂化資產、環境⽣態、⼈⽂時事等社會
議題，⼀改過去單向的教導式教育，重新建構⼈與⼈交流的⾯授實境課程，讓學⽣能在社區、城
市、歷史⽂化等場域，實際與⼟地產⽣連結，體會空間場域所帶來的感動，聚焦⼰⾝專業與⼈⽂
兼備的全⼈養成，並進⽽同理關注社會的需要，未來得以將學養回饋貢獻。

⽽成⼤⽔利系教授王筱雯現任成⼤國際⻑，研究團隊⻑期關注環境永續發展議題與致⼒於參與式
河溪與濕地保育⼯作，王筱雯表⽰，許多政策制定過程中，政策制定者與地⽅缺乏充分的科學資

2021-10-15 00:52 經濟日報 張傑

成⼤「踏溯台南」由⽂學院鏈結校內各⼤學院，⽬前已有⼤⼀踏溯台南29條路線、深化2.0課程10堂課、創新研究3.0課程2堂。 成功

⼤學/提供

讚 4 分享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1/10/15/2/14304746.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s%3A%2F%2Fmoney.udn.com%2Fmoney%2Fstory%2F5635%2F5818062&display=popup&ref=plugin&src=like&kid_directed_site=0&app_id=26784655005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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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或交流管道，造成衝突與誤解。透過知識傳播及在地專家諮詢，團隊從契合⺠眾經驗的⽅式進
⾏科學溝通、與關係⼈交流對於濕地⽣態系統服務的理解，並將⽔⽂觀察及在地經驗轉譯、磨
合、再聚焦出較低爭議的保育及減洪想像。

「以科學為橋樑之參與式濕地明智利⽤規劃」對應聯合國SDGs永續發展⽬標實施⾏動，創造地⽅
與國際夥伴關係，透過參與⽅法訂定的明智利⽤原則制定鹽⽥濕地管理計畫，提供社區⽔⾨管理
⽅針的同時，也能保育濕地⽣態。此模式亦被主管機關邀請繼續推動執⾏計畫，在⽣態、福祉、
及社會關係上，達成SDGs。

此外，成⼤⼟⽊系教授張⾏道、副教授楊⼠賢及⽔利系兼任助理教授蔡雅雯等則協助內政部營建
署提出「台灣市區綠道路評估系統」，以減碳為主軸，發展適合台灣地區市區道路使⽤的25個綠
道路指標，藉以提升道路⼯程永續性。

成⼤國際⻑王筱雯與研究團隊，參與台灣⻄南沿海的濕地管理議題多年，嘉義布袋與台南七股地區都有團隊活動的⾜跡。  成功⼤學 /

提供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5571615?from=edn_mobile_article_end_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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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清大提供)

台積電、聯發科、鴻海搶才 「台清交成」如何解決半導體人
才荒

中時新聞網 編輯、 呂承哲 、文、今周刊、譚偉晟、王子承20:00 2021/10/17

不只台積電、聯發科大舉招募外，鴻海董事長劉揚偉甚至向政府喊話：「要更多半導體人才。」

如今，在台灣4大校規畫下，進入成立階段的半導體學院，將如何助攻產業克服人才危機？

「積星太空站求才！」斗大標語搭配造型吸睛的火箭車，這是今年台積電的徵才新策畫，除了在

「台清交成」4所頂尖大學招募外，還以行動徵才車走遍5所中字輩大學（中山、中正、中央、中

興、中原）與3所科大等多所學校。有別於公司發展的低調耕耘，台積電在招募人才的行動上，

比往年加倍高調。

這背後，是台積電史上最大的招募計畫，預計今年要招募8千人。然而，要搶人的不只有台積

電，晶片設計龍頭聯發科同樣也在今年擴大招募兩千人，更祭出「限時報到獎金」的誘因加大搶

人力道。而這些半導體龍頭業者的目標，幾乎都鎖定在高階工程師人才上。

「工程師的需求量，遠遠大於作業員。」觀察半導體業人才需求的現況，104獵才招聘事業群資

深副總經理晉麗明分析，以產業分工的特性來看，半導體中上游的設計與製造對高階人才的需求

更高，「今年IC設計搶人才，比往年更加激烈。」

人力銀行揭供需真相

產官學籌組學院 從教育扎根

根據104人力銀行的《半導體人才白皮書》，今年第2季平均每月人才缺口達到2.77萬人，這是5

年來規模最大的人才缺口，其中又以工程師的搶手程度最為火熱。104人力銀行資料也顯示，今

年第3季的工程師季平均缺額已達1萬7千多人，比去年同期成長了46.4％之多。

晉麗明透露，104人力銀行過往多用來徵求「百萬年薪以上」的中高階主管「獵才服務」，去年

來逐漸被使用在招募一般工程師上。他指出，過去科技業招募多以校園為主，如今大量使用獵才

服務，足見「人才缺到緊張的程度。」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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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1年來，確實找人是滿挑戰的。」談起招募難題，晶片廠神盾副董事長喻銘鐸很有感觸。在

半導體產業需求大好的同時，科技業卻陷入人才供不應求的狀況，「今年有很多應徵者，手邊都

有5到6家公司同時在找。人才供給變少是長期現象，但去年以來更趨明顯。」

為了搶人，半導體公司各顯神通。早在今年5月，群聯電子董事長潘健成就親上直播喊話徵才，

據了解，他在第1季還親自跑了10多所學校求才。群聯電子市場暨專案企畫室經理呂國鼎表示，

隨著中南部的半導體聚落逐漸發展成形，「南部學生北上就業的意願漸低，於是我們也規畫到南

部設立研發中心，讓成功大學、中山大學等學生可在地上班。」幾番努力後，終於補足今年所需

人力。

但不論如何搶人，整體人才的供給仍是不夠，這也讓產官學界開始把重心放在教育上。今年5

月，《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在立法院3讀通過，「培育高階科學技術人

才」的這句立法宗旨，顯然對接當前半導體業者面臨的工程師人才荒，而「台清交成」4所國立

大學相關學院，經過多時準備，目前也已經完成政府審查，正式進入招生階段。

更多內容，請參閱最新一期《今周刊》(第1295期)

文章來源：今周刊

https://bit.ly/3AB5yGz


2021/10/18 上午9:56 台積電、聯發科、鴻海搶才 「台清交成」如何解決半導體人才荒 - 要聞 - 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1017000011-260410?chdtv 3/6



2021/10/18 上午9:58 12年僅育才4800人 難跟上產業需求 - 生活新聞 - 中國時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1017000417-260114?chdtv 1/4

12年僅育才4800人 難跟上產業需求
中國時報 李侑珊04:10 2021/10/17

字級設定：小中大特

按官方規畫，與台大、清大、陽明交大、成大開辦半導體相關研究學院，預計在12年內培育4800

名碩博士生。負責老師坦言，雖肯定政府的用意，但即使學生現在報讀，最快也是兩年後畢業，

育才速度依舊是緩不濟急，難跟上產業需求。

台大電機工程系教授闕志達負責規畫重點科技研究學院。他表示，8月中旬確定此案審核過關

後，9月24日已在校內舉辦首場招生說明會，其中碩士班將招收75人，卻吸引280位同學報名，

比例換算已達1：4，反應熱烈。

談及半導體產業缺工嚴峻，闕志達說，4校相繼開辦相關學程與學院，以目前招生進度來說，最

快也是兩年後才有首批畢業生，育才仍是緩不濟急。

為強化人才培育，清大、陽明交大、成大都跟台大一樣成立類似學院學程，同樣招收碩博士生，

對此闕志達笑說：「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但包含台大在內，4所公立大學的合作企業幾乎相

當，因此負責課程老師已初步有共識，做到部分課程或活動項目等資源共享，「教育不是零

和」，一同努力提升辦學專業性。

成大副校長蘇芳慶也認為，政府規畫的育才速度，絕對跟不上產業需要，以南科為例，每年至少

要投入2000名人力，為了支應南科的人力需要，則仰賴大學規畫，像是成大則與周邊大學共享教

學資源，協力培育科技業人才，專業包含研發、製造與設計等面向。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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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開辦「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將培育產業需要的高階優秀人才。（成大提供／

李侑珊台北傳真）

半導體人才荒 4所頂大設學院拚招生
中國時報 李侑珊04:10 2021/10/17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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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半導體學院學生可在黃光實驗室內上實驗課，用顯微鏡觀測曝光顯影後的結果。（清大

提供／李侑珊台北傳真）

就讀清華大學半導體學院的學生，將可進入無塵室體驗、學習先進的製程技術。（清大提供／李

侑珊台北傳真）

半導體產業占我國GDP 15％以上，卻無法擺脫代工低毛利困境，為翻轉產業形象，加速人才培

育，立法院今年三讀通過「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由台灣大學、清華大

學、陽明交通大學與成功大學率領成立半導體相關學院學程，最快明年春季將有碩博士生就讀。

陽明交大拔得頭籌

4所公立大學當中，由陽明交大拔得頭籌，率先宣布攜手台積電、鴻海、聯發科技等7大高科技企

業，合辦產學創新研究學院，下設「前瞻半導體研究所」和「智能系統研究所」。

陽明交大表示，「前瞻半導體研究所」因應次世代半導體需求，培育製程、封裝、材料系統性等

產業高階人才，每年招收碩士班學生60名、博士班學生15名；「智能系統研究所」則直接對應半

導體業，每年招收碩士生40名、博士生10名。

清大成大產學合作

清大同樣邀集台積電、力積電等國內外知名高科技業者合作，8月成立並合開「半導體研究學

院」，學院分為「元件技術、材料與物理」、「積體電路設計與應用」、「先進製程設備與封

裝」、「電子材料與化學」4組招生，預計每年招收80名碩士生、20名博士生，最快明年春季班

就有學生入學。

清大校長賀陳弘表示，辦學基金主要來自於企業投入的1億3000萬元，並邀請以浸潤式微影技術

改寫全球半導體發展史的中研院院士林本堅擔任院長。

成大則在110學年度增設「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辦學目標以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運算為

主，攜手國內14家頂尖科技業，開設「晶片設計學位學程」、「半導體製程學位學程」、「半導

體封測學位學程」、「關鍵材料學位學程」、「智能與永續製造學位學程」5大學位學程。成大

副校長蘇芳慶指出，學院計畫每年招收80名碩士生、20名博士生，最快明年2月1日將有首批學生

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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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設置3個學程

台大則定名為重點科技研究學院。負責規畫的台大電機系教授闕志達提到，招生作業已啟動，學

院設置3個招收碩博士生學程，最快明年2月就會有學生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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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宗教團體 北區五宮廟得獎
2021-10-16

興濟宮連續十年獲內政部頒發宗教公益獎，明年直接入選行政院長獎。 (記者陳俊文攝)

記者陳俊文⁄台南報導

一一０年度績優宗教團體北區共有五家宮廟得獎，昨天上午，北區區長李皇興前往六家獲獎宮廟貼紅榜，台南市政府訂二十六日在南鯤鯓五王廟「鯤

鯓王會館」舉辦表揚大會。今年另有興濟宮獲內政部宗教公益獎，是該廟連續第十年獲獎，明年將可直接提報行政院長獎。

縣城隍廟入選市級優良宮廟獎，區長李皇興(後排右)前往該廟貼紅榜，由該廟主委黃百榮親自迎接
榜單。 (記者陳俊文攝)

李皇興昨天上午從縣城隍廟出發，由主任委員黃百榮親自接待。李區長對縣城隍廟在防疫、環保配合政府政策嚴格實施，並暫停每年鬼月過後人氣最

高的夜巡活動，減少群聚感染，表示嘉許，也是該廟今年獲獎主要原因。

一行人再轉往開基玉皇宮貼紅榜，由單凱旋等委員接待。玉皇宮自從新主委涂大松上台後在公益慈善事業全心投入，宮廟界有目共賭，李區長表示獲

獎實至名歸。隨即再轉往另三個獲獎單位軒轅境頂土地廟、和緯路玉皇玉聖宮貼紅榜。

目前績優宮廟獎分成市級和全國級，今年北區獲內政部宗教公益獎的有道教的大觀音亭興濟宮，還有基督教的美好教會。大觀音亭興濟宮連績數年與

成功大學、金門大學合辦寺廟之美國際學術研討會，一直是宮廟界少有的正規學術研討會。該廟每年還頒發清寒優秀子弟獎學金一百萬元，是連十年

獲內政部頒發宗教公益獎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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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獲獎的基督教會是位於大豐里的美好教會。獲獎主因是少數由教會設立社區關懷據點的里，美好教會庇護大豐里、大和里老人，評鑑均獲得優

等。每週二定期關懷訪視社區長者，每週四上午還成立老人俱樂部「松年社」讓長者有固定的休閒場所，影響所及，鄰里有不少長者放棄原來拿香拜

拜的信仰，改信基督教並受洗，令很多里民覺得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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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治療期給予高強度復健 免於失能－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
畫-脆弱性骨折及衰弱高齡照護經驗分享

／

2021/10/16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因應人口老化及雙薪家庭的趨勢，現代人無法抽出時

間來照顧家中受傷的病人，為了幫助在疾病急性期後有失能的病患，因此有了急性

後期整合照顧計畫。雲嘉南地區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健保署南區業務組為了因應超

高齡化社會，今（15）日於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辦理「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

脆弱性骨折及衰弱高齡運作模式及執行面經驗分享會」，由高榮臺南分院與成大醫

院醫療團隊分享照護經驗，供其他醫院學習以及造福更多病患。
 

　健保署表示，急性後期整合照顧計畫是透過急性後期對病患提供持續高強度的復

健，使其失能回復。除腦中風、燒燙傷外，自106年7月1日起更擴大照護範圍至創傷

性神經損傷、脆弱性骨折、心臟衰竭及衰弱高齡等。
 

　成大醫院醫療團隊分享案例，24歲的陳小姐從小父母雙亡，獨立自主的她某天不

慎從3樓陽台摔落1樓，導致骨盆骨折，手術後醒來自己連生活都無法自理，再加上

對手術癒後的不確定感，她焦慮地說:「怎麼辦?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我還活著...」，

更一度不想配合治療，但成大醫療團隊將陳小姐轉至急性後期整合照顧計畫接受短

期高強度復健治療，一個月後的她，已可以自己拿著柺杖回診，臉上出現了久違的

笑容，也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
 

　健保署南區業務組林純美組長表示，感謝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在提供PAC服

務上不遺餘力，成大醫院為善盡公立醫院使命及發揮公醫功能，落實執行轉銜制

度，歷年來合作無間，守護大台南地區民眾健康共同奉獻心力，期盼藉由此次經驗

分享會，持續造福更多病患，讓家庭及患者之影響降至最低。
 

　目前健保署南區業務組所服務之雲嘉南地區共有34家醫院跨院際提供PAC服務

（佔全國15.5%），其中有7家提供日間復健模式、13家提供居家復健模式。8年來

此一方案共照顧了8,381人，85%的病人經過此方案提供高強度復健使其失能恢復，

免於因失能而臥床，減輕家庭照顧負擔，積極回應面臨超高齡社會的家庭成員照顧

需求。如民眾有急性後期整合照護需求，可至健保署全球資訊網→健保醫療計畫→

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急性後期整合照護團隊特約醫事機構查詢。



2021/10/18 上午9:20 台灣數位新聞台/民時新聞Taiwan Digital News

www.enewstw.com/City01.asp?ItemID=103195 1/1

成大醫院骨科病房主任暨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副
秘書長戴大為醫師。

蹲再低也不怕脫臼：雙動式陶瓷人工髖關節
／

2021/10/15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林先生

是優秀的「土水師傅」，貼磁磚技術

更是一流。由於做工仔細、從不馬

虎，排隊等著他施工的案子一個接一

個，一整年幾乎少有休息。1年前，林

先生感覺搬重物時左邊鼠蹊部隱隱作

痛，一開始以為是太疲勞或肌肉拉

傷，但情況卻越來越嚴重，最後連要

蹲低處理地板泥作及瓷磚工程都沒辦法。有朋友說可能是骨質疏鬆，要他趕緊到醫

院檢查。
 

　成大醫院骨科病房主任暨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副秘書長戴大為醫師為林先生

安排X光檢查，發現已不是單純的骨質疏鬆，而是「骨壞死」；用來承受上半身重量

的股骨頭在左髖部X光檢查下顯示已經壞死，且關節面因無法承受身體的重量而坍

塌。由於疼痛已難以忍受，林先生希望盡快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以恢復行動及

工作能力。
 

　林先生選用雙動式陶瓷人工髖關節，並以微創手術進行置換，手術當天下午就能

下床站立及行走，3日後出院，不到1個月就回到工地。陶瓷人工關節是目前最耐磨

的材質，搭配新型「雙動式防脫臼」設計，即使蹲低施作地板磁磚也沒有問題。
 

　股骨頭壞死又稱為「股骨頭缺血性壞死」，在疾病早期可考慮藥物治療，或做減

壓手術。戴大為醫師指出，減壓手術是以X光定位，用器械鑽到已經沒有血液循環供

應的骨壞死處，使局部流血以修復，輔以補骨手術促進骨質再生。手術很單純、傷

口也很小，有效機會約3-6成，一般來說，越早發現越有機會。
 

　但若是關節面已經塌陷，就只有置換人工髖關節一途。戴大為醫師指出，以現在

成熟的手術技術，只需30-40分鐘即可完成，術後人工髖關節也立即可以負重，患者

很快就可以恢復行動能力，回到日常生活。
 

　至於有脫臼或創傷病史、髖關節局部軟組織受損、肌張力不足，及蹲著工作等活

動角度需求較大的族群，可考慮新的「雙動式」人工髖關節，以解決傳統髖關節手

術後為避免脫臼，不能坐低椅子、綁鞋帶、蹲低等活動限制。本身亦是醫學工程博

士的戴大為醫師指出，雙動式全髖關節其結構由金屬髖臼杯、超耐磨聚乙烯雙動內

襯、球頭組成，擁有2個活動介面：球頭與雙動內襯、雙動內襯與髖臼杯，可活動範

圍接近仿生的髖關節。
 

　且，在人工髖關節的材質上，第四代的陶瓷材質比傳統金屬頭更耐磨、更不易附

著細菌，且其直徑較大，亦能有效減少脫臼的可能性，可望延長人工髖關節的使用

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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