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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智慧網球場啟用　台灣球王盧彥勳開球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0-09-17 21:35

成大新建智慧網球場於9月17日正式啟用，邀請國際頂尖職業網球好手盧彥勳與成大教務長王育民共同開球，為典禮揭開序

與兩位成大網球隊隊員雙打熱身，一早就為網球場注入滿滿活力。

盧彥勳表示，自己是台南女婿，和成大的淵源很深，他在14歲時就曾來到成大比賽，拿到第一個網球雙料冠軍，當時成大

好的運動場地，讓選手有好的舞台發揮實力，如今過了20幾年，很開心再次來到成大，依然可以感受到成大對於體育的重

202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將會在成大舉辦，其中網球項目將在成大新建的智慧網球場舉行，位於自強校區，完全比照全

格設計，並導入電子監控設備及智慧安全感應鎖，校方可以更有效控管場地使用人員，在防疫期間更精確掌握人流動向，

員工生的健康與安全。

成大校長蘇慧貞指出，成大宣告將要與台南市一同迎接明年的全大運，更希望我們所有的努力能夠回饋給下一代，讓他們

好發展。這個運動場域不僅開放給成大師生，更會導入科技化管理，保障所有使用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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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自強運動園區整合運動資源，空間規劃納入網球、跑步、棒球、橄欖球、排球等運動項目，網球場是運動園區的一部

原先位於成大敬業校區的網球場已有30幾年的歷史，即將在今年底功成身退，在全大運後，自強網球場除了延續過去成大

載的記憶，也與時俱進以更高標準開創嶄新運動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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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智慧網球場啟用 台灣球王盧彥勳開球
Posted By: TainanTalk  九月 17, 2020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成大新建智慧網球場於9月17日正式啟用，邀請國際頂尖職業網球好手盧彥勳剪綵、試打。
盧彥勳表示，自己是台南女婿，和成大的淵源很深，他在14歲時就曾來到成大比賽，拿到第一個網球雙料冠軍，當時成大提供很好的運動場地，讓
選手有好的舞台發揮實力，如今過了20幾年，很開心再次來到成大，依然可以感受到成大對於體育的重視。

（圖說）網球好手盧彥勳（中白衣）與成大校長蘇慧貞（左八）、教務長王育民、學務長林麗娟等人一同為成大智慧網球場剪綵。（記者鄭德政攝
202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將會在成大舉辦，其中網球項目將在成大新建智慧網球場舉行。成大這座智慧網球場位於自強校區，完全比照全大運規
格設計，並導入電子監控設備及智慧安全感應鎖，校方可以更有效控管場地使用人員，在防疫期間更精確掌握人流動向，確保教職員工生的健康與
全。
盧彥勳與成大教務長王育民共同開球，為典禮揭開序幕，並與兩位成大網球隊隊員雙打熱身，一早就為網球場注入滿滿活力！

（圖說）盧彥勳（中）與兩位成大網球隊隊員雙打熱身。（記者鄭德政攝）
網球好手盧彥勳到場與成大校長蘇慧貞、教務長王育民、學務長林麗娟等一同剪綵。蘇慧貞指出，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成大宣告將要與台
市一同迎接明年的全大運，更希望我們所有的努力能夠回饋給下一代，讓他們未來有更好發展。這個運動場域不僅開放給成大師生，更會導入科技
管理，保障所有使用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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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網球好手盧彥勳（左）與成大校長蘇慧貞（右）巡視自強校區新網球場，相較原敬業校區網球場，空間更加寬敞、視野更加遼闊，在使用
更加協調舒適。（記者鄭德政攝）
2021年成大即將舉辦全大運，自強校區新網球場相較原敬業校區網球場，空間更加寬敞、視野更加遼闊，在使用上更加協調舒適。成大自強運動園
區整合運動資源，空間規劃納入網球、跑步、棒球、橄欖球、排球等運動項目，網球場是運動園區的一部分。
原先位於成大敬業校區的網球場已有30幾年的歷史，即將在今年底功成身退，在全大運後，自強網球場除延續過去成大人所乘載的記憶，也與時俱
進以更高標準開創嶄新運動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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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智慧網球場啟用 台灣好手盧彥勳試打
更新時間：2020-09-17 21:50:57

【新唐人亞太台 2020 年 09 月 17 日訊】202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將在成功大學舉
辦，成大17日啟用智慧網球場，並導入電子監控設備及智慧安全感應鎖，並請來台灣網
壇好手盧彥勳試打。

成大啟用新建的智慧網球場，台灣網球名將盧彥勳前來見證，成大智慧網球場目前是校
內第一座採全部電子化、刷卡管理、安全監測的場館，任何人進出都能有效管控。

成大校長 蘇慧貞：「無論是以後我們的師生，或者是我們在地的朋友，一起來使用場地
的時候，從大家最熟悉的防疫的人員進出的管理，以及其他時間安全的照顧跟監測，我
覺得它都是第一套完整的設備。」

成大學生：「這套系統可以讓未經登記的人，可以禁止他們進入，讓學生的使用能夠得
到保障。」

成大體育室 陳文信：「學員證卡號以及學生的卡，都可以進出管制，甚至可以透過指紋
來測定權限，有門禁的管理。」

盧彥勳隨後也與成大教務長王育民及網球隊選手一同下場試打，盧彥勳表示，14歲時取
得雙料冠軍就是在成大，感謝成大對體育的支持，由於疫情影響今年都在台灣準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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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台灣網球名將 盧彥勳：「考量在疫情，還有一些旅行風險上面，還有整個國家防疫上，
最後還是決定今年的比賽還是完全暫停，我自己的目標還是爭取明年的東京奧運會，把
自己的其他一些比賽能夠準備好。」

成大為開放校園，未來戶外場館都會智慧化，校方可以更有效控管場地使用人員，在防
疫期間也可以更精確掌握人流動向。

2020 年 9 月 18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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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智慧網球場啟用 台灣球王盧彥勳開球
秒捷記者 ／ 陳祺昌採訪報導   2020-09-17 15:00

202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將會在成大舉辦，其中網球項目將在成大新建的智慧網球場舉

座智慧網球場位於自強校區，完全比照全大運規格設計，並導入電子監控設備及智慧安全

方可以更有效控管場地使用人員，在防疫期間更精確掌握人流動向，確保教職員工生的健

 

現場網球好手盧彥勳到場與成大校長蘇慧貞、教務長王育民、學務長林麗娟等於今(17)日一

慧貞指出，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成大宣告將要與台南市一同迎接明年的全大運，

所有的努力能夠回饋給下一代，讓他們未來有更好發展。這個運動場域不僅開放給成大師

入科技化管理，保障所有使用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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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彥勳表示，自己是台南女婿，和成大的淵源很深，他在14歲時就曾來到成大比賽，拿到

雙料冠軍，當時成大提供很好的運動場地，讓選手有好的舞台發揮實力，如今過了20幾年

次來到成大，依然可以感受到成大對於體育的重視。

 

 

2021年成大即將舉辦全大運，自強校區新網球場相較原敬業校區網球場，空間更加寬敞、

闊，在使用上更加協調舒適。成大自強運動園區整合運動資源，空間規劃納入網球、跑步

欖球、排球等運動項目，網球場是運動園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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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球王盧彥勳為成大智慧網球場啟用開
球
2020-09-17 15:45:12  |  記者林云南市報導  |  瀏覽次數:3649

 
圖 : 成功大學新建智慧網球場正式啟用，邀請台灣球王盧彥
勳剪綵、開球試打。（記者林云攝）
 
成功大學新建智慧網球場，九月十七日正式啟用，特邀請國
際頂尖職業網球好手盧彥勳剪綵、試打，盧彥勳與成大教務
長王育民共同開球，為典禮揭開序幕，並與二位成大網球隊
隊員雙打熱身，為網球場注入滿滿活力！

網球好手盧彥勳九月十七日上午到場，與成大校長蘇慧貞、
教務長王育民、學務長林麗娟等一同剪綵。蘇慧貞指出，今
天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成大宣告將要與台南市一同迎接
明年的全大運，更希望我們所有的努力能夠回饋給下一代，
讓他們未來有更好發展。這個運動場域不僅開放給成大師
生，更會導入科技化管理，保障所有使用者的安全。

盧彥勳表示，自己是台南女婿，和成大的淵源很深，他在十
四歲時就曾來到成大比賽，拿到第一個網球雙料冠軍，當時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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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提供很好的運動場地，讓選手有好的舞台發揮實力，如
今過了二十幾年，很開心再次來到成大，依然可以感受到成
大對於體育的重視。

二０二一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將會在成大舉辦，其中網球
項目將在成大新建的智慧網球場舉行。成大這座智慧網球場
位於自強校區，完全比照全大運規格設計，並導入電子監控
設備及智慧安全感應鎖，校方可以更有效控管場地使用人
員，在防疫期間更精確掌握人流動向，確保教職員工生的健
康與安全。

原先位於成大敬業校區的網球場已有三十幾年的歷史，即將
在今年底功成身退，在全大運後，自強網球場除了延續過去
成大人所乘載的記憶，也與時俱進以更高標準開創嶄新運動
場域。
 



2020/9/18 台灣球王盧彥勳為成大智慧網球場啟用開球 ＠coolanews府城電子報｜PChome 個人新聞台

mypaper.pchome.com.tw/coolanews/post/1380415176 1/2

2020-09-17 19:31:33| 人氣9|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台灣球王盧彥勳為成大智慧網球場啟用開球　

【記者林孟翰／南市報導】成功大學新建智慧網球場，九月十七日正式啟用，特邀請

國際頂尖職業網球好手盧彥勳剪綵、試打，盧彥勳與成大教務長王育民共同開球，為

典禮揭開序幕，並與二位成大網球隊隊員雙打熱身，為網球場注入滿滿活力！

網球好手盧彥勳九月十七日上午到場，與成大校長蘇慧貞、教務長王育民、學務長林

麗娟等一同剪綵。蘇慧貞指出，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成大宣告將要與台南市

一同迎接明年的全大運，更希望我們所有的努力能夠回饋給下一代，讓他們未來有更

好發展。這個運動場域不僅開放給成大師生，更會導入科技化管理，保障所有使用者

的安全。

盧彥勳表示，自己是台南女婿，和成大的淵源很深，他在十四歲時就曾來到成大比

賽，拿到第一個網球雙料冠軍，當時成大提供很好的運動場地，讓選手有好的舞台發

揮實力，如今過了二十幾年，很開心再次來到成大，依然可以感受到成大對於體育的

重視。

二０二一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將會在成大舉辦，其中網球項目將在成大新建的智慧

網球場舉行。成大這座智慧網球場位於自強校區，完全比照全大運規格設計，並導入

電子監控設備及智慧安全感應鎖，校方可以更有效控管場地使用人員，在防疫期間更

精確掌握人流動向，確保教職員工生的健康與安全。

原先位於成大敬業校區的網球場已有三十幾年的歷史，即將在今年底功成身退，在全

大運後，自強網球場除了延續過去成大人所乘載的記憶，也與時俱進以更高標準開創

嶄新運動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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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聖璋 / 台南報導

 2020-09-17 15:40:10

全國首座智慧網球場啟用 台灣球王盧彥勳剪綵試打

全國首座、成功大學新建智慧網球場今（17）日正式啟用，特別邀請國際頂尖職業網球好手盧彥勳剪綵、試打。

成大校長蘇慧貞指出，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成大將與台南市一同迎接明年的全大運，希望我們所有的努力能夠回

來有更好發展﹔蘇慧貞強調，這個運動場域不僅開放給成大師生，更會導入科技化管理，兼顧友善且保障所有使用者的安全

▲全國首座智慧網球場17日啟用，邀請台灣球王盧彥勳剪綵、試打。（圖／記者陳聖璋攝，2020.09.17）

https://www.nownews.com/
https://www.nownews.com/cat/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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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彥勳表示，自己是台南女婿，和成大的淵源很深，他在14歲時拿到第一次網球雙料冠軍，就是在成大，當時成大提供很

能充分發揮實力，至今過了20幾年，依然可以感受到成大對體育的重視。

202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在成大舉辦，網球項目將在成大新建的智慧網球場舉行，成大智慧網球場位於自強校區，完全

導入電子監控設備及智慧安全感應鎖，校方可以有效控管場地使用人員，在防疫期間更精確掌握人流動向，確保教職員工生

自強校區新建網球場相較原敬業校區網球場，空間更加寬敞、視野更加遼闊，在使用上更加協調舒適。而且，成大自強運

空間規劃納入網球、跑步、棒球、橄欖球、排球等運動項目，網球場是運動園區的一部分。

原先位於成大敬業校區的網球場已有30幾年的歷史，即將在今年底功成身退，在全大運後，自強網球場除了延續過去成大

俱進以更高標準開創嶄新運動場域。

▲成大智慧網球場導入電子監控設備及智慧安全感應鎖，校方可以有效控管場地使用人員，在防疫期間更精確掌
握人流動向。（圖／記者陳聖璋攝，2020.09.17）

▲盧彥勳指出，今年因疫情影響，所有的出賽計畫都暫停，目前目標是爭取明年的東京奧運會。（圖／記者陳聖
璋攝， 202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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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網球場啟用 盧彥勳試打
2020-09-18

成大校長蘇慧貞（前排中）、網球名將盧彥勳（右二）為新啟用的成大新建智慧網球場剪綵。 （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因應二０二一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將在成功大學舉辦，成大十七日啟用新建的智慧網球場，並邀請台灣網球名

將盧彥勳現場試打。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這座智慧網球場完全比照全大運規格設計，並導入電子監控設備及智慧

安全感應鎖，未來籃球、排球場等也其他戶外球場都將陸續智慧化。

成大智慧網球場啟用，網球名將盧彥勳（右）與成大教務長王育民共同開球。 （記者施春瑛攝）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6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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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慧貞表示，成大智慧網球場是校內第一座採全部電子化、刷卡管理、安全監測的場館，有電子監控設備及智慧

安全感應鎖，任何人進出都能有效管控，校方可以更有效控管場地使用人員，在防疫期間更精準掌握人流動向，確

保教職員工生的健康與安全。

 成大智慧網球場昨日正式啟用，由校長蘇慧貞與職業網球好手盧彥勳等人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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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國首創校園安全智慧化 成大智慧校園安全作業中心啟用
／

2020/9/18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功大

學首創將AI人工智慧技術運用至校園

安全作業，智慧化的校園安全作業研

究中心於9月17日正式啟用。

 成大整合校區公共空間監視錄影、

緊急通報系統及駐警隊校安工作，成

立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並增設18

座紅色SOS緊急求救亭，深入校園各地點，就像是校警的分身。緊急求救亭柱體四

面皆裝設攝影機，只要按下緊急通話鍵，即可迅速連線到作業中心，雙向通話，突

發狀況的到場時間更從10分鐘縮短為3分鐘。半年多以來，已協助處理多起校內交通

事故和緊急求助事件，有感提升校園安全。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我們努力建構智慧校園，智慧校園中有關安全的部分，我

們從兩年前開始建構，以維護開放式大學的校園安全，這套新系統讓使用者在校園

內的每一處都能即時反應，我們也確保我們的監控系統在合乎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

範之下操作。成大校園擁有豐富的文化資產和學習空間，除了校園內的親、師、

生，更和城市不同社群與市民間交流密切，唯有運用更有效的安全維護機制，琢磨

打造充滿真理探究、善良情意與美感生活的大學校園，才能支持友善開放的互動與

鏈結，滋養學習、研究創新的沃土。

 改變傳統監視畫面只能用單一鏡頭循序查找，智慧化之後的校園安全研究中心，

可搭配電子地圖、多個監視器同時進行，原本只能儲存7天影像，亦擴增到可存放30

天影像。以校方調查磐石艦隊案疑似案例接觸者為例，不僅在兩天內即完成校內調

查，也藉由調閱籃球場畫面，釐清接觸情形，讓本來以為需要隔離的籃球隊員，確

認可解除隔離，對於釐清與確認問題更即時有效。

 成大自108年起與佳世達旗下BenQ明基逐鹿公司合作，整合校區公共空間監視錄

影、安全求救、通報系統等設備及駐警隊校園安全工作，分階段建置於作業研究中

心平台。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未來將持續更新全校安全設備訊息，如電梯、無障

礙空間、廁所緊急求救鈴、大樓消防受信總機等警報通知，即時反應駐警隊處理，

藉由在資訊化、智慧化及科技發展的優勢，帶給學生安心學習與活動的校園環境。

 明基逐鹿總經理曾文興表示，安全的校園是教育發揮效果的基礎。大學校園普遍

是開放性、校區廣闊、建築分散的場域，更需要以精準有效的方式實施日常安全作

業，在危急發生前發揮預警提示，針對突發狀況還要有效救援，布署中央戰情室可

迅速掌握校園實況，這些都有賴智慧科技的超前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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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創校園安全智慧化　成大作業中心啟用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0-09-17 16:23

國立成功大學首創將AI人工智慧技術運用至校園安全作業，智慧化的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於17日正式啟用。

成大整合校區公共空間監視錄影、緊急通報系統及駐警隊校安工作，成立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並增設18座紅色SOS緊

亭，深入校園各地點，就像是校警的分身。緊急求救亭柱體四面皆裝設攝影機，只要按下緊急通話鍵，即可迅速連線到作

雙向通話，突發狀況的到場時間更從10分鐘縮短為3分鐘。半年多以來，已協助處理多起校內交通事故和緊急求助事件，有

校園安全。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我們努力建構智慧校園，智慧校園中有關安全的部分，從兩年前開始建構，以維護開放式大學的校

這套新系統讓使用者在校園內的每一處都能即時反應，也確保監控系統在合乎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範之下操作。改變傳統

只能用單一鏡頭循序查找，智慧化之後的校園安全研究中心，可搭配電子地圖、多個監視器同時進行，原本只能儲存7天影

擴增到可存放30天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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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自108年起與佳世達旗下BenQ明基逐鹿公司合作，整合校區公共空間監視錄影、安全求救、通報系統等設備及駐警隊

全工作，分階段建置於作業研究中心平台。

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未來將持續更新全校安全設備訊息，如電梯、無障礙空間、廁所緊急求救鈴、大樓消防受信總機等

知，即時反應駐警隊處理，藉由在資訊化、智慧化及科技發展的優勢，帶給學生安心學習與活動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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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創校園AI安全智慧化　成大智慧校園安
全作業中心啟用

▲成功大學新建智慧網球場正式啟用。（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新建智慧網球場，於9月17日正式啟用，邀請國際頂尖職業網球好手盧

彥勳剪綵、試打，盧彥勳與成大教務長王育民共同開球，為典禮揭開序幕，並且

與兩位成大網球隊隊員雙打熱身，一早就為網球場注入滿滿活力！

網球好手盧彥勳17日上午到場，與成大校長蘇慧貞、教務長王育民、學務長林麗

娟等一同剪綵。蘇慧貞指出，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成大宣告將要與台南

市一同迎接明年的全大運，更希望我們所有的努力能夠回饋給下一代，讓他們未

來有更好發展。這個運動場域不僅開放給成大師生，更會導入科技化管理，保障

所有使用者的安全。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5%9C%B0%E6%96%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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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彥勳表示，自己是台南女婿，和成大的淵源很深，他在14歲時就曾來到成大比

賽，拿到第一個網球雙料冠軍，當時成大提供很好的運動場地，讓選手有好的舞

台發揮實力，如今過了20幾年，很開心再次來到成大，依然可以感受到成大對於

體育的重視。

202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將會在成大舉辦，其中網球項目將在成大新建的智慧

網球場舉行。成大這座智慧網球場位於自強校區，完全比照全大運規格設計，並

導入電子監控設備及智慧安全感應鎖，校方可以更有效控管場地使用人員，在防

疫期間更精確掌握人流動向，確保教職員工生的健康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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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指出，2021年成大即將舉辦全大運，自強校區新網球場相較原敬業校區網球

場，空間更加寬敞、視野更加遼闊，在使用上更加協調舒適。成大自強運動園區

整合運動資源，空間規劃納入網球、跑步、棒球、橄欖球、排球等運動項目，網

球場是運動園區的一部分。

原先位於成大敬業校區的網球場已有30幾年的歷史，即將在今年底功成身退，在

全大運後，自強網球場除了延續過去成大人所乘載的記憶，也與時俱進以更高標

準開創嶄新運動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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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創校園安全智慧化啟用 明基逐鹿助成大校安提升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校園是讓學生自由活動、安心學習的公共區域，佳世達

旗下明基逐鹿，提供國立成功大學校園安全作業中心建置服務，協助成大公共空間的

校園安全有感提升，釐清問題與緊急到場協助的時間均大幅縮短60%以上。明基逐鹿

表示，在磐石艦隊案協助釐清接觸者時，校內調查不到2天就完成，突發狀況的到場時

間更從10分鐘降到3分鐘。

成功大學首創將AI人工智慧技術運用至校園安全作業，智慧化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

於9月17日正式啟用；利用智慧科技超前布署，有效提升作業、預警、救援等公共空間

安全防護效率；半年以來，具有視訊互動功能的緊急求救亭已協助處理多起校內交通

和受傷緊急求助事件，在磐石艦隊案校內調查時更有效釐清確診者的接觸情形，避免

不必要的隔離與恐慌。

成大整合校區公共空間監視錄影、緊急通報系統及駐警隊校安工作，成立校園安全作

業研究中心，並增設18座紅色SOS緊急求救亭，深入校園各地點，就像是校警的分

身。緊急求救亭柱體四面皆裝設攝影機，只要按下緊急通話鍵，即可迅速連線到作業

中心，雙向通話，突發狀況的到場時間更從10分鐘縮短為3分鐘。校方表示，半年多以

來，已協助處理多起校內交通事故和緊急求助事件，有感提升校園安全。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表示，成大校園擁有豐富的文化資產和學習空間，除了校園內的

親、師、生，更和城市不同社群與市民間交流密切，唯有運用更有效的安全維護機

勁報 2020/09/17 16:42(19小時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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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琢磨打造充滿真理探究、善良情意與美感生活的大學校園，才能支持友善開放的

互動與鏈結，滋養學習、研究創新的沃土。

改變傳統監視畫面只能用單一鏡頭循序查找，智慧化之後的校園安全研究中心，可搭

配電子地圖、多個監視器同時進行，原本只能儲存7天影像，亦擴增到可存放30天影

像；以校方調查磐石艦隊案疑似案例接觸者為例，不僅在兩天內即完成校內調查，也

藉由調閱籃球場畫面，釐清接觸情形，讓本來以為需要隔離的籃球隊員，確認可解除

隔離，對於釐清與確認問題更即時有效。

成大自108年起，與佳世達旗下BenQ明基逐鹿公司合作，整合校區公共空間監視錄

影、安全求救、通報系統等設備及駐警隊校園安全工作，分階段建置於作業研究中心

平台；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未來將持續更新全校安全設備訊息，如電梯、無障礙空

間、廁所緊急求救鈴、大樓消防受信總機等警報通知，即時反應駐警隊處理，藉由在

資訊化、智慧化及科技發展的優勢，帶給學生安心學習與活動的校園環境。

明基逐鹿總經理曾文興表示，安全的校園是教育發揮效果的基礎，由於大學校園普遍

是開放性、校區廣闊、建築分散的場域，更需要以精準有效方式實施日常安全作業，

在危急發生前發揮預警提示，針對突發狀況還要有效救援，布署中央戰情室可迅速掌

握校園實況，這些都有賴智慧科技的超前部署。

成大校長蘇慧貞指出，我們努力建構智慧校園，智慧校園中有關安全的部分，我們從2

年前開始建構，以維護開放式大學的校園安全，這套新系統讓使用者在校園內的每一

處都能即時反應，我們也確保我們的監控系統在合乎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範之下操

作。

戰情室可視化 釐清查找問題更快速

明基逐鹿協助建置校園安全作業中心，將全校各公共空間的攝影機和緊急求救亭位置

重新盤點、布置並整合為可視化的作業介面，讓釐清與查找問題的作業過程更為直覺

快速。

例如，以往只能單一鏡頭循序查找，現在可以搭配電子地圖、多個監視器同時進行，

單一問題的作業時間從3至4天可以縮短到3至4個小時；以磐石艦隊需釐清確診者接觸

情形為例，不僅2天內就完成校園調查，本來以為需要隔離的籃球隊員，也因為調出籃

球場畫面釐清接觸情形後，確認可解除隔離，轉而搜尋另外有一起打球的13位校內外

人士，對於釐清與確認問題更即時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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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求救亭 化身站崗護衛守護前線

明基逐鹿說明，此次也布建新式緊急求救亭，就像是校警分身，可以深入校園各地點

站崗，護衛師生安全；以往求救電話據點少，外觀不明顯，使用率低，而且很難描述

事件所在位置；新式緊急求救亭建置與校園安全作業中心雙向通話的緊急按鈕，並整

合當下最近的四向視訊攝影機畫面進行連動，溝通更清楚有效。

以近期發生的緊急求救事件為例，不僅在事件發生時發揮緊急救援的功效，將以往平

均需要10分鐘才能到達求救位置協助的時間，降至3分鐘即可到達，而求救亭的四向視

訊攝影機記錄鄰近交通事件的發生情形，也有助於事後釐清事件面貌，強化校園安全

防護面向，使校園安全有感提升。

關於明基逐鹿

明基逐鹿是大中華區領先的IT技術、顧問服務解決方案供應商，將明基集團20多年全

球管理運營經驗注入快速成長、逾數百家的知名企業，是HCM人力資本管理、BPM營

運流程管理領域的領導品牌；明基逐鹿以智慧企業IT顧問與技術為基礎，進一步擴充

服務到智慧校園和智慧健康照護領域，希望在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下，為人們求學、

工作至樂活健康階段，均能提供兼具智慧與人性需求的資訊技術服務。(于郁金攝)



2020/9/18 全國首創校園安全智慧化啟用 明基逐鹿助成大校安提升-科技-HiNet生活誌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051967 4/8



2020/9/18 全國首創校園安全智慧化啟用 明基逐鹿助成大校安提升-科技-HiNet生活誌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051967 5/8



2020/9/18 成大智慧校園安全作業中心啟用 - 台灣時報 | 電子報

https://www.taiwantimes.com.tw/ncon.php?num=126561page=ncon.php 1/4

首頁 (index.php) ＞ 地方新聞 (news-b.php) ＞ 成大智慧校園安全作業中心啟用
(ncon.php?num=126561page=ncon.php)

成大智慧校園安全作業中心啟用
2020-09-17 15:41:44  |  記者林云南市報導  |  瀏覽次數:3601

 
圖 : 成功大學建置智慧化的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帶給學
生安心學習與活動的校園環境。（記者林云攝）
 
成功大學首創將ＡＩ人工智慧技術，運用至校園安全作業，
建置智慧化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並於九月十七日正式啟
用，有感提升校園安全。

成大整合校區公共空間監視錄影、緊急通報系統及駐警隊校
安工作，成立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並增設十八座紅色Ｓ
ＯＳ緊急求救亭，深入校園各地點，就像是校警的分身。緊
急求救亭柱體四面皆裝設攝影機，只要按下緊急通話鍵，即
可迅速連線到作業中心，雙向通話，突發狀況的到場時間更
從十分鐘縮短為三分鐘。半年多以來，已協助處理多起校內
交通事故和緊急求助事件，有感提升校園安全。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成大努力建構智慧校園，智慧校園中
有關安全的部分，從兩年前開始建構，以維護開放式大學的
校園安全，這套新系統讓使用者在校園內的每一處都能即時
反應，也確保監控系統在合乎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範之下操

作 學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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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大校園擁有豐富的文化資產和學習空間，除了校園內
的親、師、生，更和城市不同社群與市民間交流密切，唯有
運用更有效的安全維護機制，琢磨打造充滿真理探究、善良
情意與美感生活的大學校園，才能支持友善開放的互動與鏈
結，滋養學習、研究創新的沃土。

改變傳統監視畫面只能用單一鏡頭循序查找，智慧化之後的
校園安全研究中心，可搭配電子地圖、多個監視器同時進
行，原本只能儲存７天影像，亦擴增到可存放３０天影像。
以校方調查磐石艦隊案疑似案例接觸者為例，不僅在兩天內
即完成校內調查，也藉由調閱籃球場畫面，釐清接觸情形，
讓本來以為需要隔離的籃球隊員，確認可解除隔離，對於釐
清與確認問題更即時有效。

成大自一０八年起與佳世達旗下ＢｅｎＱ明基逐鹿公司合
作，整合校區公共空間監視錄影、安全求救、通報系統等設
備及駐警隊校園安全工作，分階段建置於作業研究中心平
台。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未來將持續更新全校安全設備
訊息，如電梯、無障礙空間、廁所緊急求救鈴、大樓消防受
信總機等警報通知，即時反應駐警隊處理，藉由在資訊化、
智慧化及科技發展的優勢，帶給學生安心學習與活動的校園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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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 成大校園安全智慧化
2020-09-18

成功大學智慧化校園安全作業中心正式啟用。

（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與佳世達旗下的明基逐鹿公司合作，首創將ＡＩ人工智慧技術運用至校園安全作業，並整合校區公共空

間監視錄影、緊急通報系統及駐警隊，建置智慧化的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另外還增設十八座ＳＯＳ緊急求救

亭，可迅速連線到作業中心，突發狀況的到場時間可從十分鐘縮短至三分鐘。

 成大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十七日正式啟用，校長蘇慧貞指出，成大校園一直以來都是對外開放，出入人口多也

複雜，所以學校努力建構智慧校園，並從兩年前起建置智慧校安系統，這套新系統讓使用者在校園內的每一處都能

即時反應，並確保監控系統在合乎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範之下操作。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6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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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校園內增設緊急求救亭，就像是校警的分身。 （記者施春瑛攝）

 成大表示，智慧化的校園安全研究中心，改變傳統監視畫面只能用單一鏡頭循序查找方式，現在可搭配電子地

圖、多個監視器同時進行，原本只能儲存七天影像，亦擴增到可存放三十天影像，像校方之前調查磐石艦隊案疑似

案例接觸者，兩天內即完成校內調查。

 明基逐鹿也在成大校園布建十八座新式緊急求救亭，未來會再增加四座。新式緊急求救亭柱體四面皆裝設攝影

機，只要按下緊急通話鍵，即可迅速連線到作業中心進行雙向通話可大大縮短到場援救的時間，試用半年多來，已

協助處理多起校內交通事故和緊急求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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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增18座SOS求救亭 成大打造智慧安全校園

國立成功大學與明基逐鹿公司合作，首創智慧校園安全作
業研究中心，整合各校區公共空間監視錄影、緊急通報系
統及駐衛警隊校安工作，並在校內增設18座SOS緊急求救
亭（見圖），一旦發生突發狀況，駐衛警可搭配電子地
圖，將趕赴現場時間從原本10分鐘大幅縮短為3分鐘，提
升校園安全，未來也將擴大應用在防災上。 另外，因應
202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在成大舉辦，校方昨天也啟用
智慧網球場，導入電子監控設備及智慧安全感應鎖，並請
來國際職業網壇台灣好手盧彥勳試打。 � （圖文：記者劉婉
君）

2020/09/18 05:30

國立成功大學與明基逐鹿公司合作，首創智慧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整合各校區公共空間監視錄

影、緊急通報系統及駐衛警隊校安工作，並在校內增設18座SOS緊急求救亭，一旦發生突發狀況，駐

衛警可搭配電子地圖，將趕赴現場時間從原本10分鐘大幅縮短為3分鐘，提升校園安全，未來也將擴

大應用在防災上。

另外，因應202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在成大舉辦，校方昨天也啟用智慧網球場，導入電子監控設備

及智慧安全感應鎖，並請來國際職業網壇台灣好手盧彥勳試打。（圖文：記者劉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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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世達集團攜手成大 打造智慧校園防護解決方案

鉅亨網記者彭昱文 台北 2020/09/17 20:42

佳世達子公司明基逐鹿攜手成大，打造智慧校園安全解決方案。(圖：佳世達提供)

佳世達 ( 2352-TW ) 集團今 (17) 日宣布，子公司明基逐鹿攜手成大建置校園安全作業中

心、新式緊急求救亭，打造智慧校園安全解決方案。

佳世達表示，明基逐鹿協助建置校園安全作業中心，將全校各公共空間的攝影機和緊急求救

亭位置重新盤點、布置並整合為可視化的作業介面，搭配電子地圖、多個監視器同時進行提

高作業、預警、救援等公共空間安全防護效率。

佳世達進一步指出，系統完成建置後，釐清問題與緊急到場協助的時間均大幅縮短 60% 以

上，以磐石艦隊事件為例，協助釐清接觸者時，校內調查不到兩天就完成，突發狀況的到場

時間更從 10 分鐘降到 3 分鐘。

明基逐鹿此次也在成大布建新式緊急求救亭，並整合四向視訊攝影機畫面進行連動，強化校

園安全防護面向。

佳世達 成大 解決方案Tag

https://invest.cnyes.com/twstock/tws/2352
https://news.cnyes.com/tag/%E4%BD%B3%E4%B8%96%E9%81%94
https://news.cnyes.com/tag/%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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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世達旗下明基逐鹿 助成大建置校園安全作業中心

佳世達（2352）旗下明基逐⿅，提供國⽴成功⼤學校園安全作業中⼼建置服務，協助成⼤公共空
間的校園安全有感提升，釐清問題與緊急到場協助的時間均⼤幅縮短60%以上。在磐⽯艦隊案協
助釐清接觸者時，校內調查不到兩天就完成，突發狀況的到場時間更從10分鐘降到3分鐘。

成⼤校園安全作業中⼼今（17）⽇舉⾏啟⽤儀式與功能說明，利⽤智慧科技超前部署，有效提升
作業、預警、救援等公共空間安全防護效率。半年以來，具有視訊互動功能的緊急求救亭已協助
處理多起校內交通和受傷緊急求助事件，在磐⽯艦隊案校內調查時更有效釐清確診者的接觸情
形，避免不必要的隔離與恐慌。

成⼤校⻑蘇慧貞表⽰，成⼤校園擁有豐富的⽂化資產和學習空間，除了校園內的親、師、⽣，更
和城市不同社群與市⺠間交流密切，唯有運⽤更有效的安全維護機制，琢磨打造充滿真理探究、
善良情意與美感⽣活的⼤學校園，才能⽀持友善開放的互動與鏈結，滋養學習、研究創新的沃
⼟。

明基逐⿅總經理曾⽂興表⽰，安全的校園是教育發揮效果的基礎。⼤學校園普遍是開放性、校區
廣闊、建築分散的場域，更需要以精準有效的⽅式實施⽇常安全作業，在危急發⽣前發揮預警提
⽰，針對突發狀況還要有效救援，布署中央戰情室可迅速掌握校園實況，這些都有賴智慧科技的
超前布署。

明基逐⿅協助建置校園安全作業中⼼，將全校各公共空間的攝影機和緊急求救亭位置重新盤點、
布置並整合為可視化的作業介⾯，讓釐清與查找問題的作業過程更為直覺快速。

例如，以往只能單⼀鏡頭循序查找，現在可以搭配電⼦地圖、多個監視器同時進⾏，單⼀問題的
作業時間從3⾄4天可以縮短到3⾄4個⼩時。以磐⽯艦隊需釐清確診者接觸情形為例，不僅兩天內
就完成校園調查，本來以為需要隔離的籃球隊員，也因為調出籃球場畫⾯釐清接觸情形後，確認
可解除隔離，轉⽽搜尋另外有⼀起打球的13位校內外⼈⼠，對於釐清與確認問題更即時有效。

明基逐⿅此次也布建新式緊急求救亭，就像是校警的分⾝，可以深⼊校園各地點站崗，護衛師⽣
安全。以往求救電話據點少，外觀不明顯，使⽤率低，⽽且很難描述事件所在位置。新式緊急求
救亭建置與校園安全作業中⼼雙向通話的緊急按鈕，並整合當下最近的四向視訊攝影機畫⾯進⾏
連動，溝通更清楚有效。

以近期發⽣的緊急求救事件為例，不僅在事件發⽣時發揮緊急救援的功效，將以往平均需要10分
鐘才能到達求救位置協助的時間，降⾄3分鐘即可到達，⽽求救亭的四向視訊攝影機記錄鄰近交通
事件的發⽣情形，也有助於事後釐清事件⾯貌，強化校園安全防護⾯向，使校園安全有感提升。

2020-09-17 18:04 經濟日報 記者蔡銘仁／即時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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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作業中⼼導⼊可視化管理，駐警處理事件的效率提⾼，也感受到⼯作價值提升。圖／佳世達提供

成功⼤學校園安全作業中⼼啟⽤，成⼤校⻑蘇慧貞（中）、明基逐⿅總經理曾⽂興（左3）、台南市警局第⼀分局副分局⻑施⾐峯

（右3）出席。圖／佳世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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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緊急求救亭與校園安全作業中⼼連線，發揮前線嚇阻效能，並⼤幅縮短到場救援時間。圖／佳世達提供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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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基逐鹿助成大提升校園安全 緊急求助3分鐘到場
工商 袁顥庭10:05 2020/09/18

佳世達旗下明基逐鹿，提供成功大學校園安全作業中心建置服務，協助成大公共空間的校園安全

有感提升，釐清問題與緊急到場協助的時間均大幅縮短60％以上。在磐石艦隊案協助釐清接觸者

時，校內調查不到兩天就完成，突發狀況的到場時間更從10分鐘降到3分鐘。

成大校園安全作業中心利用智慧科技超前布署，有效提升作業、預警、救援等公共空間安全防護

效率。半年以來，具有視訊互動功能的緊急求救亭已協助處理多起校內交通和受傷緊急求助事

件，在磐石艦隊案校內調查時更有效釐清確診者的接觸情形，避免不必要的隔離與恐慌。

明基逐鹿總經理曾文興表示，安全的校園是教育發揮效果的基礎。大學校園普遍是開放性、校區

廣闊、建築分散的場域，更需要以精準有效的方式實施日常安全作業，在危急發生前發揮預警提

示，針對突發狀況還要有效救援，布署中央戰情室可迅速掌握校園實況，這些都有賴智慧科技的

超前布署。

明基逐鹿協助建置校園安全作業中心，將全校各公共空間的攝影機和緊急求救亭位置重新盤點、

布置並整合為可視化的作業介面，讓釐清與查找問題的作業過程更為直覺快速。

例如，以往只能單一鏡頭循序查找，現在可以搭配電子地圖、多個監視器同時進行，單一問題的

作業時間從3至4天可以縮短到3至4個小時。以磐石艦隊需釐清確診者接觸情形為例，不僅兩天內

就完成校園調查，本來以為需要隔離的籃球隊員，也因為調出籃球場畫面釐清接觸情形後，確認

可解除隔離，轉而搜尋另外有一起打球的13位校內外人士，對於釐清與確認問題更即時有效。

明基逐鹿此次也布建新式緊急求救亭，就像是校警的分身，可以深入校園各地點站崗，護衛師生

安全。以往求救電話據點少，外觀不明顯，使用率低，而且很難描述事件所在位置。新式緊急求

救亭建置與校園安全作業中心雙向通話的緊急按鈕，並整合當下最近的四向視訊攝影機畫面進行

連動，溝通更清楚有效。不僅在事件發生時發揮緊急救援的功效，將以往平均需要10分鐘才能到

達求救位置協助的時間，降至3分鐘即可到達，而求救亭的四向視訊攝影機記錄鄰近交通事件的

發生情形，也有助於事後釐清事件面貌，強化校園安全防護面向，使校園安全有感提升。

(工商 )

#互動 #佳世達 #校園安全 #釐清 #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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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基逐鹿協助成大校園安全維護　突發緊急求
助3分鐘到場

▲明基逐鹿協助成大校園安全維護。（圖／佳世達提供）

記者姚惠茹／台北報導

佳世達（2352）旗下明基逐鹿今（17）日宣布，提供國立成功大學校園安全作業

中心建置服務，協助成大公共空間的校園安全提升，更把突發狀況的到場時間從

10分鐘降到3分鐘，大幅縮短60%以上，並在磐石艦隊案協助釐清接觸者時，讓

校內調查不到兩天就完成。

 

明基逐鹿表示，團隊利用智慧科技超前布署，有效提升作業、預警、救援等公共

空間安全防護效率，半年以來，具有視訊互動功能的緊急求救亭已協助處理多起

校內交通和受傷緊急求助事件，更在磐石艦隊案校內調查時，協助有效釐清確診

者的接觸情形，避免不必要的隔離與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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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基逐鹿提供國立成功大學校園安全作業中心建置服務。（圖／佳世達提供）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表示，成大校園擁有豐富的文化資產和學習空間，除了校園

內的親、師、生，更和城市不同社群與市民間交流密切，唯有運用更有效的安全

維護機制，琢磨打造充滿真理探究、善良情意與美感生活的大學校園，才能支持

友善開放的互動與鏈結，滋養學習、研究創新的沃土。

明基逐鹿總經理曾文興表示，安全的校園是教育發揮效果的基礎，而大學校園普

遍是開放性、校區廣闊、建築分散的場域，更需要以精準有效的方式實施日常安

全作業，在危急發生前發揮預警提示，針對突發狀況還要有效救援，部署中央戰

情室可迅速掌握校園實況。

 

明基逐鹿指出，協助建置校園安全作業中心，將全校各公共空間的攝影機和緊急

求救亭位置重新盤點，並整合為可視化的作業介面，像是以往只能單一鏡頭循序

查找，現在可以搭配電子地圖、多個監視器同時進行，單一問題的作業時間從3至

4天可以縮短到3至4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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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基逐鹿提供國立成功大學校園安全作業中心建置服務。（圖／佳世達提供）

 

明基逐鹿分享，以磐石艦隊需釐清確診者接觸情形為例，不僅兩天內就完成校園

調查，本來以為需要隔離的籃球隊員，也因為調出籃球場畫面釐清接觸情形後，

確認可解除隔離，轉而搜尋另外有一起打球的13位校內外人士，對於釐清與確認

問題更即時有效。

 

明基逐鹿說明，這次也布建新式緊急求救亭，就像是校警的分身，可以深入校園

各地點站崗，護衛師生安全，像是以往求救電話據點少，外觀不明顯，使用率

低，而且很難描述事件所在位置，而新式緊急求救亭建置與校園安全作業中心雙

向通話的緊急按鈕，並整合當下最近的四向視訊攝影機畫面進行連動，溝通更清

楚有效。

 

明基逐鹿強調，以近期發生的緊急求救事件為例，不僅在事件發生時發揮緊急救

援的功效，將以往平均需要10分鐘才能到達求救位置協助的時間，降至3分鐘即

可到達，而求救亭的四向視訊攝影機記錄鄰近交通事件的發生情形，也有助於事

後釐清事件面貌，強化校園安全防護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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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培養「雙語」AI人才助產業翻轉

領域專業ｘ運算專長的跨領域創新

文 / 遠見雜誌整合傳播部企劃製作    

2020-09-18

瀏覽數 50+

圖 / 成大敏求智慧運算學院宣告正式營運，啟動典禮現場以直播舉辦AI科技產學對談。

全球產業界正在掀起一場AI助攻工業4.0的革命，透過虛實整合、數據分析，試
圖創造出更低成本、更有效率的產品來顛覆世人期待。這場革命用的工具是人
工智慧（AI），但決定成敗的關鍵還是在「人才」！

身為國內頂尖高等學府的國立成功大學，率先回應這波勢如破竹的AI浪潮，在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的資助下，創立全

國第一間以「跨領域整合」的全新機制運作的「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成大副校長吳誠文語重心長地表示，「透過跨領

域學程教學，結合研究中心及產學聯盟，期待新學院能創造出全世界都想要學習的突破性新知識。」

「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成大研究團隊訓練AI模型來判讀病患肺部X光片，只需數秒即可辨識是否具備新冠肺炎特徵，

對醫師示警是否要進一步做檢測，準確率高達92%。」吳誠文舉例，除了醫療，甚至是研究古文的學者，過往需要耗

費大量時間心力才能破譯古字，有了AI協助比對大量古籍後，能做更精確的判讀與分析。吳誠文強調，從醫療、工程、

社會科學甚至人文藝術，運用AI工具，更能加速解決不同的產業需求。

「但是隔行如隔山，做零售、餐飲或傳統工程的人，要怎麼讓懂電腦與AI的人了解其問題與需求，進而能訂定規格並做

出符合需求的系統或工具？」吳誠文強調，這就是未來人才必須具備的「雙語能力」，第一個是運算端的程式語言與AI

運算方法，另一個則是應用端的專業知識，這也是成大設計出打破傳統分科，改採跨領域學習機制的原因，培養人才聽

得懂產業語言，始能有效設計並應用AI工具來協助產業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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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吳誠文強調，未來人才必須具備「雙語能力」，第一個是運算端的程式語言與AI運算方法，另

一個則是應用端的專業知識。

極具國際視野的跨領域研發與教育環境

弱AI應用陸續問世，各國持續展開強AI的研究競賽，敏求智慧運算學院也將持續深化基礎運算學理與方法的發展，初期

使用記憶體來協助提升運算效能，中長期將建置神經網絡結構的運算系統，更長遠將發展台灣自己的量子運算電腦。

「高等教育肩負起教育及研究的責任，關鍵能量還是在師資！」吳誠文強調，因此成大找出一條「體制內、編制外」的

新路線，企圖打破大學教師薪資天花板，用更優渥的薪資福利及職涯發展來吸引國內外人才，帶領師生團隊展開大規模
研究案，再將研究成果反饋到產業界。

為了避免閉門造車，成大也規劃開設獨樹一格的國際「雙師教學」課程，由一位學院教授搭配一位國外一流學院教授，

共同主持一門課程，讓中外師生碰撞出知識及研究能量的火花。吳誠文期許，「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的成立能夠打破框

架、在真正的學術自由下，讓老師帶領學生進行大規模研究計畫，進而帶動國家產業升級，創造老師、學生及社會的三

贏。」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請點這裡

http://computing.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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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右）與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左）期許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跳脫現有高教制度框架，

希望讓教育更符合社會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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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Rainmaking創新卓越中心攜手TTA 接軌國際

焦點傳媒社／焦點傳媒社 2020.09.17 21:07

【記者張淑慧/台南報導】

科技部南科管理局引進英國Rainmaking Innovation加速器協助南科的新創團隊，鏈結

臺灣科技新創基地 Taiwan Tech Arena (TTA)，109年9月17日於南科創新卓越中心舉

辦「新創成功攻略」新創交流媒合會，邀請進駐科技部臺灣科技新創基地的加速器與新

創團隊實地到訪南科，與來自全臺灣各地共15隊新創以及南科的企業交流，期待共同

串聯且可望進一步合作，以全球市場與國際募資為目標，一起帶動台灣新創鏈結全球的

新里程。

本次活動，安排15隊來自全臺灣的新創團隊，透過分享會和一對一深度面談的方式，

與科技部臺灣科技新創基地、全國創新創業總會、識富天使會，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TechStars國際加速器、凱鈿行動科技、匯雲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南科AI_ROBOT

自造基地，好想工作室，成大創業工坊以及Rainmaking Innovation各界產學界專家，

針對個案需求，討論國際市場經營、技術轉型契機、全球市場定位、財務規劃、人事佈

局、募資策略等創業成功攻略，協助新創團隊掌握國際佈局策略透過科技部資源，從南

部科學園區出發，邁向國際，以全球市場與國際募資為目標，有機會獲取投資資金與國

際企業連結，讓新科技、新技術落地南科，接軌國際。

南科管理局表示，希望經由這場活動舉辦，南北資源連線，科技部臺灣科技新創基地的

新創量能與南科的高科技產業聚落鏈結，成功可期。

南科創新卓越中心Rainmaking Innovation執行長莊劍偉以「國際趨勢洞察」為題開場

定調活動精神，並特別邀請科技部臺灣科技新創基地楊馥瑜總監分享TTA國家隊近幾年

打拼的成果及國際所締造的各項佳績。識富天使會中區合夥人林紀甫以「臺灣創投動起

來：天使投資社群」為題進行專題演講，國立成功大學未來智慧工場蔡妤珮執行長分享

新創事業提案致勝攻略，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永智合夥人針對新創邁入資本市場與

財務內部控制的準備策略，為新創團隊加分。

https://n.yam.com/
https://n.yam.com/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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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making Innovation邀請旗下歐洲最大加速器之一Startupbootcamp、明台產物

保險負責營運創新部門的飯島健司部長、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分享國際市場走向以及國

際創新創業資源。 【圖/翻攝】

The post 南科Rainmaking創新卓越中心攜手TTA 接軌國際 first appeared on 焦點傳

媒社 - 焦點媒體集團/鐵肩擔道義棘手著文章.

https://news.586.com.tw/2020/09/364260/
https://news.586.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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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電腦「AI國家隊」助陣 台電大數據競賽開跑

台電今（17）⽇舉辦「2020台電AI⼤數據運⽤競賽」開幕典禮，聯⼿國研院國網中⼼「AI國家
隊」導⼊曾名列世界排名前20強的台灣⼈⼯智慧超級電腦「台灣AI雲」助陣，針對輸電線路容量
預測、電流檢測與⼯程安防監視等七議題結合⼤數據分析應⽤，待11⽉成果發表⼀拚⾼下。

台電表⽰，活動⾃今年7⽉開跑，開放全公司跨部⾨組隊，並結合⼯研院、台⼤、成⼤及知名能源
物聯網公司NextDrive等外部專家學者，近百⼈報名，最終由54⼈組成七組電⼒菁英團隊。

台電表⽰，去年供電單位組隊以電⼒保護設備斷路器的⼤數據資料⾃⾏研發預測系統獲得冠軍，
如今已實際應⽤於第⼀線，提前找出異常設備，避免潛藏事故⾵險，台電期望今年競賽能有更多
電⼒⼤數據應⽤，讓穩定供電也能AI化。

台電指出，此次競賽攜⼿國研院國網中⼼，不但將使⽤甫於台灣AI雲上推出的「分析⼤師（Data

Analysis Service, DAS）」服務，國網中⼼團隊亦將提供完整的教育訓練和實作指導，透過DAS

平台提供資料流程整合及共同協作環境，協助參賽選⼿們透過資料蒐集、整合、清洗、組織到資
料分析、模型建⽴及最終的模式佈署，解決資料應⽤難題。⽽台電也是第⼀個使⽤該平台的國營
事業，對於現正發展電⼒設備智慧巡檢所需的⼤量圖資影像運算，⼤有助益。

台電表⽰，去年供電單位組隊利⽤電⼒保護設備斷路器之資料，⾃⾏研發⼤數據分析模型並應⽤
於「斷路器動作時間查詢系統」，奪得⾸屆AI⼤數據競賽冠軍，⾄今已實際應⽤於1.6萬餘台斷路
器中，並從中鎖定18台⾼⾵險斷路器，由現場維護同仁執⾏檢修作業，避免潛藏事故⾵險，後續
將持續擴⼤應⽤範圍，讓供電可靠度再進化。

2020-09-17 16:57 經濟日報 記者林于蘅／即時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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