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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學生邱紹亨去世 雙親捐款成立獎學
金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9日電）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二年級學生邱紹亨去年12月

車禍離世，雙親捐出新台幣500萬元給成大成立「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將兒

子的熱情留在成大，生根萌芽。

成大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邱紹亨車禍去世，雙親懷念愛子及感念同學的情誼，今

年7月底捐贈500萬元給成大成立「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化小愛為大愛，幫助

經濟有困難的同學完成學業，成就更多社會菁英。

邱紹亨的雙親也拜會成大校長蘇慧貞，邱媽媽說，當初兒子申請大學時滿心期待讀

成大，雖然她不解兒子為何如此堅持，但也樂觀其成；兒子入學後，經歷社團活動

甘苦及繁重課業，仍樂在其中，直說「成大校區規劃是國內大學中唯一可以媲美國

外大學的」。

邱媽媽表示，兒子曾快樂盡情地在成大美麗校園探索，追求無悔的青春，目睹同學

們對他的真摯情誼；他們認為最好回饋方式就是將兒子曾擁有的熱情留在成大，生

根萌芽，讓兒子的熱情繼續陪伴著大家，也期盼同學們保有初衷，勇敢地去追求夢

想。

蘇慧貞則期許將來領受這份獎學金的同學，切實感受背後的意義，思考自己如何傳

承這樣的美意，想像自己的人生將來如何回應從這裡起飛的夢想。

成大學務長洪敬富表示，「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本金永不動用。獎學金是每學

年每人3萬元，原則上每年3人至6人，其中保留1/2名額給機械系，並得視當年度投

資收益及孳息，調整獎學金金額及人數。（編輯：翁翠萍）1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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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學生邱紹亨去世 雙親捐款成立獎學金

成功大學9日發布新聞稿指出，機械系學生邱紹亨（圖）106年12月車禍離世，雙親捐出新台幣500萬元給成大成立「邱

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希望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完成學業，成就更多社會精英。（成功大學提供）中央社記者張榮

祥台南傳真 107年8月9日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9日電）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二年級學生邱紹亨去年12月車禍離世，雙

親捐出新台幣500萬元給成大成立「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將兒子的熱情留在成大，生根萌

芽。 

成大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邱紹亨車禍去世，雙親懷念愛子及感念同學的情誼，今年7月底捐贈

500萬元給成大成立「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化小愛為大愛，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同學完成學

業，成就更多社會菁英。 

邱紹亨的雙親也拜會成大校長蘇慧貞，邱媽媽說，當初兒子申請大學時滿心期待讀成大，雖然她

不解兒子為何如此堅持，但也樂觀其成；兒子入學後，經歷社團活動甘苦及繁重課業，仍樂在其

中，直說「成大校區規劃是國內大學中唯一可以媲美國外大學的」。 

邱媽媽表示，兒子曾快樂盡情地在成大美麗校園探索，追求無悔的青春，目睹同學們對他的真摯

情誼；他們認為最好回饋方式就是將兒子曾擁有的熱情留在成大，生根萌芽，讓兒子的熱情繼續

陪伴著大家，也期盼同學們保有初衷，勇敢地去追求夢想。 

蘇慧貞則期許將來領受這份獎學金的同學，切實感受背後的意義，思考自己如何傳承這樣的美

意，想像自己的人生將來如何回應從這裡起飛的夢想。 

成大學務長洪敬富表示，「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本金永不動用。獎學金是每學年每人3萬

元，原則上每年3人至6人，其中保留1/2名額給機械系，並得視當年度投資收益及孳息，調整獎

學金金額及人數。（編輯：翁翠萍）1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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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學生邱紹亨去世 雙親捐款成立獎學金

國⽴成功⼤學機械系⼆年級學⽣邱紹亨去年12⽉⾞禍離世，雙親捐出新台幣500萬元
給成⼤成⽴「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將兒⼦的熱情留在成⼤，⽣根萌芽。

成⼤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邱紹亨⾞禍去世，雙親懷念愛⼦及感念同學的情誼，今年7

⽉底捐贈500萬元給成⼤成⽴「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化⼩愛為⼤愛，幫助經濟
有困難的同學完成學業，成就更多社會菁英。

邱紹亨的雙親也拜會成⼤校⻑蘇慧貞，邱媽媽說，當初兒⼦申請⼤學時滿⼼期待讀成
⼤，雖然她不解兒⼦為何如此堅持，但也樂觀其成；兒⼦⼊學後，經歷社團活動⽢苦
及繁重課業，仍樂在其中，直說「成⼤校區規劃是國內⼤學中唯⼀可以媲美國外⼤學
的」。

邱媽媽表⽰，兒⼦曾快樂盡情地在成⼤美麗校園探索，追求無悔的⻘春，⽬睹同學們
對他的真摯情誼；他們認為最好回饋⽅式就是將兒⼦曾擁有的熱情留在成⼤，⽣根萌
芽，讓兒⼦的熱情繼續陪伴著⼤家，也期盼同學們保有初衷，勇敢地去追求夢想。

蘇慧貞則期許將來領受這份獎學⾦的同學，切實感受背後的意義，思考⾃⼰如何傳承
這樣的美意，想像⾃⼰的⼈⽣將來如何回應從這裡起⾶的夢想。

成⼤學務⻑洪敬富表⽰，「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本⾦永不動⽤。獎學⾦是每學年
每⼈3萬元，原則上每年3⼈⾄6⼈，其中保留1/2名額給機械系，並得視當年度投資收
益及孳息，調整獎學⾦⾦額及⼈數。（編輯：翁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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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學生邱紹亨去世 雙親捐款成立獎學金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9日電）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二年級學生邱紹亨去年12月車禍離
世，雙親捐出新台幣500萬元給成大成立「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將兒子的熱情留在
成大，生根萌芽。
成大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邱紹亨車禍去世，雙親懷念愛子及感念同學的情誼，今年7月
底捐贈500萬元給成大成立「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化小愛為大愛，幫助經濟有困難
的同學完成學業，成就更多社會菁英。
邱紹亨的雙親也拜會成大校長蘇慧貞，邱媽媽說，當初兒子申請大學時滿心期待讀成
大，雖然她不解兒子為何如此堅持，但也樂觀其成；兒子入學後，經歷社團活動甘苦及
繁重課業，仍樂在其中，直說「成大校區規劃是國內大學中唯一可以媲美國外大學
的」。
邱媽媽表示，兒子曾快樂盡情地在成大美麗校園探索，追求無悔的青春，目睹同學們對
他的真摯情誼；他們認為最好回饋方式就是將兒子曾擁有的熱情留在成大，生根萌芽，
讓兒子的熱情繼續陪伴著大家，也期盼同學們保有初衷，勇敢地去追求夢想。
蘇慧貞則期許將來領受這份獎學金的同學，切實感受背後的意義，思考自己如何傳承這
樣的美意，想像自己的人生將來如何回應從這裡起飛的夢想。

中央社 2018/08/09 17:19(15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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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學務長洪敬富表示，「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本金永不動用。獎學金是每學年每
人3萬元，原則上每年3人至6人，其中保留1/2名額給機械系，並得視當年度投資收益及
孳息，調整獎學金金額及人數。（編輯：翁翠萍）1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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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學⽣邱紹亨⾞禍過世 ⽗⺟延續愛捐500萬獎學⾦

▲成⼤邱紹亨離世，⽗⺟延續愛捐500萬獎學⾦。（圖／成功⼤學提供）

記者崔⾄雲／台北報導

成功⼤學機械系同學邱紹亨去年不幸⾞禍離世，⽗⺟懷念愛⼦，今年7⽉底捐贈新台
幣500萬元給成⼤，成⽴「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化⼩愛為⼤愛，希望幫助經濟
有困難的同學順利完成學業，成就更多未來社會精英。邱媽媽希望，這份獎學⾦能像
⼀顆種⼦，埋在領受⼈的⼼裡，讓愛點滴延續。

邱媽媽回憶，當初紹亨申請⼤學時就滿⼼期待就讀成⼤，雖然當時不解他為何如此堅
持，但因為對成⼤的好印象倒也樂觀其成。邱媽媽提到，紹亨⼊學後，經歷社團活動
⽢苦及繁重課業，仍總是樂在其中，每每談起校園，臉上總有⼀抺驕傲神情，直說
「成⼤校區規劃是國內⼤學中唯⼀可以媲美國外⼤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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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媽媽相信，紹亨曾快樂盡情在成⼤這⽚美麗校園裡探索，追求他無悔的⻘春，⽬睹
同學們對他的真摯情誼。邱媽媽認為，最好的回饋⽅式就是將他曾經擁有的熱情留在
成⼤⽣根萌芽，希望紹亨的熱情繼續陪伴著⼤家，也期盼同學們保有初衷，不要被⼀
時的環境所困，勇敢地去追求夢想。

成⼤學務⻑洪敬富表⽰，「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設獎⼈捐款新台幣500萬元整予
本校校務基⾦獎學⾦專戶，並以該專戶投資取得收益及孳息作為獎學⾦，本⾦永不動
⽤，獎學⾦名額及⾦額，每名每學年新台幣3萬元，原則上每年3⾄6名，並得視當年
度投資取得收益及孳息，調整獎學⾦⾦額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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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愛子 父母捐五百萬設獎學金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機械系學生邱紹亨去年底不幸車禍離世，邱紹亨的父母感念兒子求學期間與同學

的情誼及對成大校園的熱愛，特別捐款五百萬元給成大成立「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

將小愛化為大愛，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學生順利完成學業。邱媽媽說，希望這份獎學金能像

一顆種子，埋在領受人的心裡，讓愛點滴延續。 

代表接受這份獎學金的成大校長蘇慧貞感動地表示，她能體會邱媽媽想把孩子的名字留在

夢想源頭背後的深層思念，雖然紹亨在大學黃金時期驟然離世，但如今父母化小愛為大

愛，讓這個獎學金更具意義。 

邱媽媽說，當初紹亨申請大學時就滿心期待就讀成大，入學後經歷社團活動甘苦及繁重課

業，仍是樂在其中，兒子曾快樂盡情在成大這片美麗校園裡探索，追求他無悔的青春，家

人認為最好的回饋就是成立獎學金，將紹亨曾經擁有的熱情留在成大生根萌芽，鼓勵更多

同學勇敢去追求夢想。 

和邱紹亨是好哥兒們的學長張登凱，談起好友英年早逝雖有無盡感慨，但是「邱媽媽希望

大家以祝福、歡送的心情和他說再見，就當作是把紹亨送出國深造。他看到邱爸爸、邱媽

媽面對愛子離世時的堅強和理性，自己上了寶貴的一課，也走出失去摯友的傷痛。 

成大學務長洪敬富表示，「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設獎人捐款新台幣五百萬元給成大校

務基金獎學金專戶，並以該專戶投資取得收益及孳息作為獎學金，本金永不動用。獎學金

名額及金額，每名每學年新台幣三萬元，原則上每年將頒給三至六人，並保留二分之一名

額給機械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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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愛子  父母捐五百萬設獎學金
　 記 者 施 春 瑛 ／ 台 南 報 導
2 0 1 8 - 0 8 - 0 9

　 成 大 機 械 系 二 年 級 的 邱 紹 亨 不 幸 車 禍 離 世 ， 家 人 化 小 愛 為 大 愛 ， 捐 款 成 立

「 邱 紹 亨 紀 念 清 寒 獎 學 金 」 。  （ 成 大 提 供 ）

　成功大學機械系學生邱紹亨去年底不幸車禍離世，邱紹亨的父

母感念兒子求學期間與同學的情誼及對成大校園的熱愛，特別捐

款五百萬元給成大成立「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將小愛化為

大愛，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學生順利完成學業。邱媽媽說，希望這

份獎學金能像一顆種子，埋在領受人的心裡，讓愛點滴延續。 

　代表接受這份獎學金的成大校長蘇慧貞感動地表示，她能體會

邱媽媽想把孩子的名字留在夢想源頭背後的深層思念，雖然紹亨

在大學黃金時期驟然離世，但如今父母化小愛為大愛，讓這個獎

學金更具意義。

　邱媽媽說，當初紹亨申請大學時就滿心期待就讀成大，入學後

經歷社團活動甘苦及繁重課業，仍是樂在其中，兒子曾快樂盡情

在成大這片美麗校園裡探索，追求他無悔的青春，家人認為最好

的回饋就是成立獎學金，將紹亨曾經擁有的熱情留在成大生根萌

芽，鼓勵更多學生勇敢去追求夢想。

　和邱紹亨是好哥兒們的學長張登凱，談起好友英年早逝雖有無

盡感慨，但是「邱媽媽希望大家以祝福、歡送的心情和他說再

見，就當作是把紹亨送出國深造。他看到邱爸爸、邱媽媽面對愛

子離世時的堅強和理性，自己上了寶貴的一課，也走出失去摯友

的傷痛。

　成大學務長洪敬富表示，「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設獎人捐

款新台幣五百萬元給成大校務基金獎學金專戶，並以該專戶投資

取得收益及孳息作為獎學金，本金永不動用。獎學金名額及金

額，每名每學年新台幣三萬元，原則上每年將頒給三至六人，並

保留二分之一名額給機械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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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子車禍亡 500萬獎學金捐成大

中國時報【曹婷婷╱台南報導】

成大機械系二年級學生邱紹亨去年12月不幸車禍離世，父母感念獨子對成大的熱愛，7月底

以兒子名義捐500萬元給成大成立「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盼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同學完

成學業，「將紹亨的熱情留在成大，生根萌芽。」

邱媽媽收拾悲痛，日前帶著兒子的愛回到成大校園，邱媽媽回憶，當初紹亨申請大學就滿

心期待讀成大，如願當成大人後，每每談起校園，臉上總有一抹驕傲神情，她相信，最好

的回饋就是將紹亨曾經擁有的熱情、留在成大生根萌芽、陪伴著大家，也期盼同學勇敢追

求夢想，「陪著紹亨，一同讓這分心意日漸壯大，讓獎學金不僅僅是獎學金。」

張登凱是紹亨是好哥兒學長，不捨紹亨英年早逝，更難忘的是告別式上，「邱媽媽希望大

家以祝福、歡送的心情和他說再見，當作紹亨出國深造。」 看到邱爸爸、邱媽媽面對愛子

離世的堅強和理性，為自己上了寶貴的一課，也走出失去摯友的傷痛。

成大校長蘇慧貞代表學校接受捐款，強調雖然紹亨在大學黃金時期驟然離世，但父母化小

愛為大愛，讓這個獎學金更具意義，「獎學金承載了一個故事，和我們希望不要被忘記的

點滴。」

學務長洪敬富表示，「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設獎人捐款500萬元予校務基金獎學金專

戶，校方將以該專戶投資取得收益及孳息作為獎學金，本金永不動用，每名每學年3萬元，

原則上每年3至6名，並保留2分之1名額給機械系。

中時電子報 8.6k 人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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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子車禍亡 500萬獎學金捐成大

成大機械系學生邱紹亨不幸車禍離世，父母捐給校方500萬元成立「邱紹亨紀念清寒
獎學金」。（成功大學提供）

2018年08月10日 01:33  中國時報 曹婷婷／台南報導

成大機械系二年級學生邱紹亨去年12月不幸車禍離世，

父母感念獨子對成大的熱愛，7月底以兒子名義捐500萬

元給成大成立「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盼幫助經濟

有困難的同學完成學業，「將紹亨的熱情留在成大，生

根萌芽。」

邱媽媽收拾悲痛，日前帶著兒子的愛回到成大校園，邱

媽媽回憶，當初紹亨申請大學就滿心期待讀成大，如願

當成大人後，每每談起校園，臉上總有一抹驕傲神情，

她相信，最好的回饋就是將紹亨曾經擁有的熱情、留在

成大生根萌芽、陪伴著大家，也期盼同學勇敢追求夢

想，「陪著紹亨，一同讓這分心意日漸壯大，讓獎學金

不僅僅是獎學金。」

張登凱是紹亨是好哥兒學長，不捨紹亨英年早逝，更難

忘的是告別式上，「邱媽媽希望大家以祝福、歡送的心

情和他說再見，當作紹亨出國深造。」 看到邱爸爸、邱

媽媽面對愛子離世的堅強和理性，為自己上了寶貴的一

課，也走出失去摯友的傷痛。

成大校長蘇慧貞代表學校接受捐款，強調雖然紹亨在大

學黃金時期驟然離世，但父母化小愛為大愛，讓這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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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金更具意義，「獎學金承載了一個故事，和我們希望

不要被忘記的點滴。」

學務長洪敬富表示，「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設獎人

捐款500萬元予校務基金獎學金專戶，校方將以該專戶

投資取得收益及孳息作為獎學金，本金永不動用，每名

每學年3萬元，原則上每年3至6名，並保留2分之1名額

給機械系。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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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雖逝 愛無限 雙親捐成大500萬助學

邱媽媽回憶說，當初紹亨滿心期待就讀成大，入學後，經歷
社團活動甘苦及繁重課業，總是樂在其中，每每談起校園，
臉上總有驕傲神情，因此希望這份獎學金能像一顆種子，埋
在受獎人的心裡，讓愛延續。

成大校長蘇慧貞代表學校接受這份愛的獎學金，她心酸之餘
也感同身受，相信每一個選讀成大的學生，背後都有自己對
於人生的無限想望以及父母的殷殷期盼。蘇慧貞說，紹亨在
大學黃金時期驟然離世，但父母化小愛為大愛，讓這個獎學
金「承載了一個故事」，更具意義。

同班好友張育騫回憶，紹亨上課認真，也喜歡畫畫、熱愛唱
歌，在通識課第一堂課就表演唱歌爭取加分，而且他有優秀
體能，活動時很多人都做不來的動作他總能輕鬆完成，「獎
學金讓愛延續，就像紹亨留給我們的很多歡笑」。

成大學務長洪敬富表示，「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每名每
學年3萬元，原則上每年3至6名（保留2分之1名額給機械
系），500萬元捐款入校務基金獎學金專戶，本金永不動
用，視當年度投資取得收益及孳息，調整獎學金金額及人
數。

2018-08-10

邱紹亨 帶給師生許多歡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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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紹亨活潑樂觀、多才多藝。�（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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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紹亨還曾參加校園歌唱比賽。�（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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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http://www.ksnews.com.tw/index.php/) 文教焦點 成大學生邱紹亨去世 雙親捐款成立獎學金

2018年08月09日

成大學生邱紹亨去世 雙親捐款成立獎學金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9日電）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二年級學生邱紹亨去年12月車禍離世，雙親捐出新台幣500萬元給成大成立「邱紹亨紀

念清寒獎學金」，將兒子的熱情留在成大，生根萌芽。 

成大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邱紹亨車禍去世，雙親懷念愛子及感念同學的情誼，今年7月底捐贈500萬元給成大成立「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

金」，化小愛為大愛，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同學完成學業，成就更多社會菁英。 

邱紹亨的雙親也拜會成大校長蘇慧貞，邱媽媽說，當初兒子申請大學時滿心期待讀成大，雖然她不解兒子為何如此堅持，但也樂觀其成；兒

子入學後，經歷社團活動甘苦及繁重課業，仍樂在其中，直說「成大校區規劃是國內大學中唯一可以媲美國外大學的」。 

邱媽媽表示，兒子曾快樂盡情地在成大美麗校園探索，追求無悔的青春，目睹同學們對他的真摯情誼；他們認為最好回饋方式就是將兒子曾

擁有的熱情留在成大，生根萌芽，讓兒子的熱情繼續陪伴著大家，也期盼同學們保有初衷，勇敢地去追求夢想。 

蘇慧貞則期許將來領受這份獎學金的同學，切實感受背後的意義，思考自己如何傳承這樣的美意，想像自己的人生將來如何回應從這裡起飛

的夢想。 

成大學務長洪敬富表示，「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本金永不動用。 

獎學金是每學年每人3萬元，原則上每年3人至6人，其中保留1/2名額給機械系，並得視當年度投資收益及孳息，調整獎學金金額及人數。 

（編輯：翁翠萍）1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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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他在學校裡是快樂的」 傷心媽為逝去子捐500萬

成功⼤學機械系學⽣邱紹亨去年底騎⾞⾞禍去世，⽗⺟思念愛⼦，感念他
求學期間與同學的情誼以及對成⼤校園的熱愛，最近捐出500萬元給成
⼤，成⽴清寒獎學⾦，化⼩愛為⼤愛，希望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同學順利完
成學業，成就更多未來社會精英。邱媽媽希望，這份獎學⾦能像⼀顆種
⼦，埋在領受⼈的⼼裡，讓愛點滴延續。

邱媽媽回憶，當初紹亨申請⼤學時就滿⼼期待就讀成⼤，雖然當時不解他
為何如此堅持，但因為對成⼤的好印象倒也樂觀其成。邱媽媽說，紹亨⼊
學後，經歷社團活動⽢苦及繁重課業，仍總是樂在其中，每每談起校園，
臉上總有⼀抺驕傲神情，直說「成⼤校區規劃是國內⼤學中唯⼀可以媲美
國外⼤學的。」

邱媽媽相信，紹亨曾快樂盡情在成⼤這⽚美麗校園裡探索，追求他無悔的
⻘春，⽬睹同學們對他的真摯情誼，邱媽媽認為，最好的回饋⽅式就是將
他曾經擁有的熱情留在成⼤⽣根萌芽，希望紹亨的熱情繼續陪伴著⼤家，
也期盼同學們保有初衷，不要被⼀時的環境所困，勇敢地去追求夢想，
「陪著紹亨，⼀同讓這份⼼意⽇漸壯⼤，讓獎學⾦不僅僅是獎學⾦。」

校⻑蘇慧貞期許將來領受這份獎學⾦的同學，除了切實感受背後的意義，
也應該思考⾃⼰能夠如何傳承這樣的美意，「它就是⼀個承諾，因為承接
了這份⼼意，我們對他⼈也應該要有更多的付出」。

和邱紹亨是好哥兒們的學⻑張登凱，談起好友英年早逝雖有無盡感慨，但
是「邱媽媽希望⼤家以祝福、歡送的⼼情和他說再⾒，就當作是把紹亨送
出國深造。」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BB%8A%E7%A6%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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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去世的成功⼤學機械系學⽣邱紹亨。圖／成⼤提供

成功⼤學機械系學⽣邱紹亨⾞禍去世，⽗⺟捐出500萬元成⽴獎學⾦紀念愛⼦。圖／成⼤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8/09/realtime/5108367.jpg&x=0&y=0&sw=0&sh=0&exp=3600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8/09/realtime/5108368.jpg&x=0&y=0&sw=0&sh=0&exp=3600


2018/8/10 機械系獨子離世 父母捐500萬替子延續成大精神- 成大人

https://www.jobforum.tw/discuss/discussTopic.asp?cat=NCKU&id=150741&vmode=all 1/3

評價: 0 回應: 0 閱覽: 3180

CK團長 626
發表 2018-08-09 16:12

成大人

機械系獨子離世 父母捐500萬替子延續成大精神

本文由成大新聞中心提供 

 

成功大學機械系同學邱紹亨106年12月不幸車禍離世，父母懷念愛子，感念他求學期間
與同學的情誼以及對成大校園的熱愛，107年7月底捐贈新台幣500萬元給成大，成立
「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化小愛為大愛，希望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同學順利完成學
業，成就更多未來社會精英。邱媽媽希望，這份獎學金能像一顆種子，埋在領受人的心
裡，讓愛點滴延續。

 

邱媽媽回憶，當初紹亨申請大學時就滿心期待就讀成大，雖然當時不解他為何如此堅
持，但因為對成大的好印象倒也樂觀其成。邱媽媽說，紹亨入學後，經歷社團活動甘苦
及繁重課業，仍總是樂在其中，每每談起校園，臉上總有一抺驕傲神情，直說「成大校
區規劃是國內大學中唯一可以媲美國外大學的。」

 

邱媽媽相信，紹亨曾快樂盡情在成大這片美麗校園裡探索，追求他無悔的青春，目睹同
學們對他的真摯情誼，邱媽媽認為，最好的回饋方式就是將他曾經擁有的熱情留在成大
生根萌芽，希望紹亨的熱情繼續陪伴著大家，也期盼同學們保有初衷，不要被一時的環
境所困，勇敢地去追求夢想，「陪著紹亨，一同讓這份心意日漸壯大，讓獎學金不僅僅
是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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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學校接受這份獎學金，成大校長蘇慧貞心酸之餘也感同身受，體會母親想把孩子的
名字留在夢想源頭背後的深層思念，她相信每一個選讀成大的學生，背後都有自己對於
人生的無限想望以及父母的殷殷期盼。蘇慧貞強調，我們的角色就是要協助學生完成夢
想，雖然紹亨在大學黃金時期驟然離世，但如今父母化小愛為大愛，讓這個獎學金更具
意義，「是承載了一個故事，和我們希望不要被忘記的點滴。」

 

蘇慧貞期許將來領受這份獎學金的同學，除了切實感受背後的意義，也應該思考自己能
夠如何傳承這樣的美意，至少一定要陳述他們的夢想，說說自己從這個校園裡面得到得
是什麼，想像自己的人生將來如何回應從這裡起飛的夢想，「它就是一個承諾，因為承
接了這份心意，我們對他人也應該要有更多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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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邱紹亨是好哥兒們的學長張登凱，談起好友英年早逝雖有無盡感慨，但是「邱媽媽希
望大家以祝福、歡送的心情和他說再見，就當作是把紹亨送出國深造。」張登凱說，自
己和紹亨一樣非常熱愛成大，都是打從高中就嚮往進入成大。幾個好朋友們常常一起放
鬆地躺在機械系館前草皮，享受微風和陽光。

 

張登凱說，看到邱爸爸、邱媽媽面對愛子離世時的堅強和理性，自己上了寶貴的一課，
也走出失去摯友的傷痛。看著過去留下的影像，回憶和邱紹亨互動的點滴，張登凱形容
他活潑、好動，鬼點子很多、經常人來瘋、擁有好人緣，「他很會炒熱氣氛，常為大家
帶來滿滿笑點和歡樂。」

 

邱紹亨同班好友張育騫回憶，紹亨的學業表現不錯，上課認真，總是坐在前三排，他也
喜歡畫畫、熱愛唱歌，曾經在通識課第一堂課表演唱歌爭取加分，而且他擁有異於常人
的體能、協調性很好，活動時很多人都做不來的動作他總能輕鬆完成，像是高難度的地
蹦動作也難不倒他。「獎學金讓愛延續，就像紹亨留給我們的很多歡笑。」

 

成大學務長洪敬富表示，「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設獎人捐款新臺幣500萬元整予本
校校務基金獎學金專戶，並以該專戶投資取得收益及孳息作為獎學金，本金永不動用。
獎學金名額及金額，每名每學年新臺幣3萬元，原則上每年3至6名（保留2分之1名額予
機械系），並得視當年度投資取得收益及孳息，調整獎學金金額及人數。

分頁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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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升了沒

獨子車禍離世父母捐給成大500萬獎學金，化小愛為大愛點滴延續

成功大學機械系同學邱紹亨106年12月不幸車禍離世，父母懷念愛子，感念他求學期間與同學的情
誼以及對成大校園的熱愛，107年7月底捐贈新台幣500萬元給成大，成立「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
金」，化小愛為大愛，希望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同學順利完成學業，成就更多未來社會精英。邱媽媽
希望，這份獎學金能像一顆種子，埋在領受人的心裡，讓愛點滴延續。

邱媽媽回憶，當初紹亨申請大學時就滿心期待就讀成大，雖然當時不解他為何如此堅持，但因為對
成大的好印象倒也樂觀其成。邱媽媽說，紹亨入學後，經歷社團活動甘苦及繁重課業，仍總是樂在
其中，每每談起校園，臉上總有一抺驕傲神情，直說「成大校區規劃是國內大學中唯一可以媲美國
外大學的。」

邱媽媽相信，紹亨曾快樂盡情在成大這片美麗校園裡探索，追求他無悔的青春，目睹同學們對他的
真摯情誼，邱媽媽認為，最好的回饋方式就是將他曾經擁有的熱情留在成大生根萌芽，希望紹亨的
熱情繼續陪伴著大家，也期盼同學們保有初衷，不要被一時的環境所困，勇敢地去追求夢想，「陪
著紹亨，一同讓這份心意日漸壯大，讓獎學金不僅僅是獎學金。」

代表學校接受這份獎學金，成大校長蘇慧貞心酸之餘也感同身受，體會母親想把孩子的名字留在夢
想源頭背後的深層思念，她相信每一個選讀成大的學生，背後都有自己對於人生的無限想望以及父
母的殷殷期盼。蘇慧貞強調，我們的角色就是要協助學生完成夢想，雖然紹亨在大學黃金時期驟然
離世，但如今父母化小愛為大愛，讓這個獎學金更具意義，「是承載了一個故事，和我們希望不要
被忘記的點滴。」

蘇慧貞期許將來領受這份獎學金的同學，除了切實感受背後的意義，也應該思考自己能夠如何傳承
這樣的美意，至少一定要陳述他們的夢想，說說自己從這個校園裡面得到得是什麼，想像自己的人
生將來如何回應從這裡起飛的夢想，「它就是一個承諾，因為承接了這份心意，我們對他人也應該
要有更多的付出」。

和邱紹亨是好哥兒們的學長張登凱，談起好友英年早逝雖有無盡感慨，但是「邱媽媽希望大家以祝
福、歡送的心情和他說再見，就當作是把紹亨送出國深造。」張登凱說，自己和紹亨一樣非常熱愛
成大，都是打從高中就嚮往進入成大。幾個好朋友們常常一起放鬆地躺在機械系館前草皮，享受微
風和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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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登凱說，看到邱爸爸、邱媽媽面對愛子離世時的堅強和理性，自己上了寶貴的一課，也走出失去
摯友的傷痛。看著過去留下的影像，回憶和邱紹亨互動的點滴，張登凱形容他活潑、好動，鬼點子
很多、經常人來瘋、擁有好人緣，「他很會炒熱氣氛，常為大家帶來滿滿笑點和歡樂。」

邱紹亨同班好友張育騫回憶，紹亨的學業表現不錯，上課認真，總是坐在前三排，他也喜歡畫畫、
熱愛唱歌，曾經在通識課第一堂課表演唱歌爭取加分，而且他擁有異於常人的體能、協調性很好，
活動時很多人都做不來的動作他總能輕鬆完成，像是高難度的地蹦動作也難不倒他。「獎學金讓愛
延續，就像紹亨留給我們的很多歡笑。」

成大學務長洪敬富表示，「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設獎人捐款新臺幣500萬元整予本校校務基金
獎學金專戶，並以該專戶投資取得收益及孳息作為獎學金，本金永不動用。獎學金名額及金額，每
名每學年新臺幣3萬元，原則上每年3至6名（保留2分之1名額予機械系），並得視當年度投資取得
收益及孳息，調整獎學金金額及人數。

新聞來源：國立成功大學提供。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info.aspx?sno=101603&agent=out_discuss_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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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指考：成大「各類組排名」，今年的榜首是...？

u 0   0    

 
(圖／成大素材網)

前幾天公佈「107年指考：成大各系最低錄取分數大公開！」，好像有不少人好奇各
系的分數排名？ 

雖然因為各科分數標準有差異，這樣相比還是有失公平，不過大小編們還是決定以
「類組」的方式將平均分數排名，給成大人以及未來的學弟妹做個參考。

第一類組榜首：經濟學系，平均分數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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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組榜首：醫學系(不意外XD)，平均分數88.25 

二類名單較長（畢竟是理工學起家的學校XD)，放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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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組榜首：電機系(你意外嗎XD)，平均分數80.63 

以上就是這次指考的類組排名啦！ 

雖然分數排名好像很現實，但大學怎麼過還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希望大家理性勿戰(這
用詞微中二)，當作參考就好囉  

大家之後還想看什麼類型的PO文呢？快留言讓阿編知道喔  
 

圖／成大NCKU1111，歡迎轉載，請註明出處，謝謝！

 107年指考 成大各類組排名 成大新聞 成大錄取分數 學長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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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本《台灣布袋戲劇本》翻譯越語版『決戰西拉雅』暨台越交流活
《起鼓》！

陳俊廷/台南報導  13 小時前

由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台文筆會、台越文化協會、台灣羅馬字協會等組成的『台越交流團』將於近日啟程到越南與越

南作家協會等單位合作舉辦文學交流及《決戰西拉雅》越南語版新書發表。該書為第一本台灣布袋戲劇本翻譯為越南文並

在越南出版的文學專書，由台越文化協會前秘書長呂越雄擔任翻譯，原著為台江台語文學季刊主編陳建成。

主辦單位今9日(四)於成大文學院舉辦行前記者會，並分別由台文筆會理事長陳明仁、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鄭邦鎮教授、原

作者陳建成、譯者呂越雄、王藝明布袋戲團長、成大越南研究中心主任蔣為文教授等致詞。

© 由 民報 提供  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台文筆會、台越文化協會、台灣羅馬字協會等組成的『台越交流團』今於成大文學院舉辦記者會宣布將於近日啟程到越南與越南作家協會等單位
合作舉辦文學交流及《決戰西拉雅》越南語版新書發表。(圖/NCKU台語文中心/越南研究中心)

台文筆會於2009年成立，以鼓勵台語文學創作、團結台語文作家、提升創作水準及台語文化地位，兼促成國內、國際文學

交流合作為宗旨。目前由作家陳明仁擔任理事長、成大台文系蔣為文教授擔任秘書長。此次主辦單位與越南知名的世界出

版社合作出版了《決戰西拉雅》越南語版，並將於越南作家協會舉行新書發表會。

王藝明表示，當初從金光布袋戲轉型成本土創意布袋戲就是受到鄭邦鎮教授、陳建成主編、陳明仁理事長等人的牽成，才

決心以台灣本土文史作為創新布袋戲的故事題材。《決戰西拉雅》的台文版及英文版均由鄭邦鎮教授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出

版。如今在蔣為文教授及呂越雄譯者的支持下又新增越文版，可說是台語文學邁向國際化的新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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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戰西拉雅》越南語版新書發表 近日到越
南交流

由國立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台文筆會、台越文化協會、台灣羅馬字協會等組成的台越

交流團，將於近日啟程到越南，與越南作家協會等單位辦理文學交流及《決戰西拉雅》越

南語版新書發表，8/9上午在成大舉行交流活動行前記者會。

台文筆會於2009年成立，以鼓勵台語文學創作、團結台語文作家、提升創作水準及台語文

化地位，兼促成國內、國際文學交流合作為宗旨。

台文筆會目前由作家陳明仁擔任理事長、成大台文系蔣為文教授擔任秘書長，此次主辦單

位與越南知名的世界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決戰西拉雅》越南語版，並將於越南作家協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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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新書發表會。

該書為第一本台灣布袋戲劇本翻譯為越南文並在越南出版的文學專書，由台越文化協會前

秘書長呂越雄擔任翻譯。

除了在越南辦理新書發表之外，主辦單位也將與越南作家協會的作家進行文學與文化交

流，並由王藝明布袋戲團表演決戰西拉雅精彩片段。

主辦單位將贈送最新版《台文筆會年刊》給與會的越南作家，預期將可拓展台灣文藝在越

南的能見度。《台文筆會年刊》為台文筆會發行的台語文學作品年度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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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戰西拉雅》越南語版新書發表 近日到越南交流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由國立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台文筆會、台越文化協會、台灣羅馬字協會等組成的台
越交流團，將於近日啟程到越南，與越南作家協會等單位辦理文學交流及《決戰西拉
雅》越南語版新書發表，8/9上午在成大舉行交流活動行前記者會。

台文筆會於2009年成立，以鼓勵台語文學創作、團結台語文作家、提升創作水準及台語
文化地位，兼促成國內、國際文學交流合作為宗旨。

台文筆會目前由作家陳明仁擔任理事長、成大台文系蔣為文教授擔任秘書長，此次主辦
單位與越南知名的世界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決戰西拉雅》越南語版，並將於越南作家協
會辦理新書發表會。

該書為第一本台灣布袋戲劇本翻譯為越南文並在越南出版的文學專書，由台越文化協會
前秘書長呂越雄擔任翻譯。

台灣好 2018/08/10 00:05(9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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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越南辦理新書發表之外，主辦單位也將與越南作家協會的作家進行文學與文化交
流，並由王藝明布袋戲團表演決戰西拉雅精彩片段。

主辦單位將贈送最新版《台文筆會年刊》給與會的越南作家，預期將可拓展台灣文藝在
越南的能見度。《台文筆會年刊》為台文筆會發行的台語文學作品年度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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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戰西拉雅》越南語版新書發表　近日到越南交流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18-08-10 00:05

《決戰西拉雅》越南語版新書發表，近日到越南交流。

由國立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台文筆會、台越文化協會、台灣羅馬字協會等組成的台越交流團，將於近日啟程到越

南，與越南作家協會等單位辦理文學交流及《決戰西拉雅》越南語版新書發表，8/9上午在成大舉行交流活動行前記者

會。

台文筆會於2009年成立，以鼓勵台語文學創作、團結台語文作家、提升創作水準及台語文化地位，兼促成國內、國際

文學交流合作為宗旨。

台文筆會目前由作家陳明仁擔任理事長、成大台文系蔣為文教授擔任秘書長，此次主辦單位與越南知名的世界出版社合

作出版了《決戰西拉雅》越南語版，並將於越南作家協會辦理新書發表會。

該書為第一本台灣布袋戲劇本翻譯為越南文並在越南出版的文學專書，由台越文化協會前秘書長呂越雄擔任翻譯。

除了在越南辦理新書發表之外，主辦單位也將與越南作家協會的作家進行文學與文化交流，並由王藝明布袋戲團表演決

戰西拉雅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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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將贈送最新版《台文筆會年刊》給與會的越南作家，預期將可拓展台灣文藝在越南的能見度。《台文筆會年

刊》為台文筆會發行的台語文學作品年度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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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戰西拉雅》越南語版出版暨台越交流活動起鼓

 

由國立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台文筆會、台越文化協會、台灣羅馬字協會等組成

的台越交流團將於近日啟程到越南與越南作家協會等單位合作辦理文學交流及《決

戰西拉雅》越南語版新書發表。主辦單位特於成大文學院辦理行前記者會，並分別

由台文筆會理事長陳明仁、國立台灣文學館前館長鄭邦鎮教授、原作者陳建成、譯

者呂越雄、王藝明布袋戲團長、成大越南研究中心主任蔣為文教授等致詞。

2018.08.09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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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文筆會於2009年成立，以鼓勵台語文學創作、團結台語文作家、提升創作水準及

台語文化地位，兼促成國內、國際文學交流合作為宗旨。台文筆會目前由作家陳明

仁擔任理事長、成大台文系蔣為文教授擔任秘書長。此次主辦單位與越南知名的世

界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決戰西拉雅》越南語版，並將於越南作家協會辦理新書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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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該書為第一本台灣布袋戲劇本翻譯為越南文並在越南出版的文學專書，由台越

文化協會前秘書長呂越雄擔任翻譯，原著為台江台語文學季刊主編陳建成。

王藝明表示，當初從金光布袋戲轉型成本土創意布袋戲就是受到鄭邦鎮教授、陳建

成主編、陳明仁理事長等人的牽成，才決心以台灣本土文史作為創新布袋戲的故事

題材。《決戰西拉雅》的台文版及英文版均由鄭邦鎮教授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出版。

如今在蔣為文教授及呂越雄譯者的支持下又新增越文版，可說是台語文學邁向國際

化的新里程碑。

蔣為文表示，越南的傳統戲劇有水上木偶戲，其發展歷史及表演內容與台灣布袋戲

有些類似。透過布袋戲交流，將可快速拉近台越的友誼。蔣為文進一步表示，在越

南有不少水上木偶戲的表演場所且吸引不少外國觀光客前往觀看。他建議國立台灣

文學館若能善用館內外空間定期推出布袋戲表演必能帶動台南的文化觀光內涵，增

加國外觀光客體會台灣傳統文化的景點。

https://www.peopo.org/files/public/styles/large/public/images/2124/0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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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越南辦理新書發表之外，主辦單位也將與越南作家協會的作家進行文學與文

化交流，並由王藝明布袋戲團表演決戰西拉雅精彩片段。主辦單位也將贈送最新版

《台文筆會年刊》給與會的越南作家。預期將可拓展台灣文藝在越南的能見度。

《台文筆會年刊》為台文筆會發行的台語文學作品年度選集。該書除了收錄台文原

文作品之外，並將作品翻譯成英文以供外國讀者認識台語文學。此外，作者簡介部

https://www.peopo.org/files/public/styles/large/public/images/2124/0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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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僅有英文介紹，也有日文及越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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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商圈五克拉餐廳重啟爐灶
記 者 陳 俊 文 ／ 台 南 報 導
2 0 1 8 - 0 8 - 0 9

「 五 克 拉 」 創 始 人 徐 德 懷 ( 左 ) 與 當 年 就 讀 成 大 時 就 是 五 克 拉 常 客 的 成 大 生 物 系

主 任 陳 宗 嶽 在 新 店 相 見 歡 。  ( 記 者 陳 俊 文 攝 )

　七、八○年代的老成大人都知道勝利路上的五克拉餐廳，它由

大使餐廳執行董事徐德懷於民國七十年所創，很多成大教授、學

生都曾在此用過餐，隨著歲月推移，還是令人十分懷念。在沉寂

十數年之後，大使創辦人徐德懷在八月八日父親節當天讓五克拉

在勝利路重啟爐灶。 

　民國七十年代一中對面的勝利路以學生早點和小吃為主，缺乏

高水準的餐廳。徐德懷相中此商機，創立五克拉餐廳，早期供應

早餐、簡餐，後來也曾賣排餐。

　一向對成大學區情有獨鍾的徐德懷後來陸續在大學路西段開業

首都、大使牛排，在東興路開業大使宴會式場，五克拉曾一度讓

渡，後來又接回經營管理，直至民國九十五年結束營業。

　對於這個「起家店」，徐德懷一直戀戀不忘，去年東興路大使

不敵景氣和高額房租歇業，餐廳移至成大商場內的雨荷舞水合

併，很多老成大看到他都會聊起五克拉，尤其是當年仍是學生的

現任教授，還有夏漢民以降的幾任校長。為此，徐德懷在勝利路

成大商場一樓重開五克拉四季餐廳，沒有以前的簡餐，改以學生

和家庭都可以接受的多國料理，也賣四十元的肉燥飯。

　徐德懷指出，面對當前景氣，餐廳不好經營，所以新的五克拉

定位為「家裡不會做、且有點難度的菜」，像紅燒鳳尾筋牛肉

麵、芫爆蘿葡燉羊肉湯麵，很多家主婦根本做不來，來五克拉吃

一吃比較簡單。八日開幕後還會加賣燒烤，成為師生聚會、小酌

最佳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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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科學導入大學社會實踐 成大濱海與暨大埔里USR計畫交
流

孫宜秋／南市

2018/8/10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功大

學台南濱海IMPACT計畫與暨南國際大

學綠色水沙連的USR計畫團隊於8月2

日進行跨校交流。討論內容著重在環

境永續類型計畫在執行過程與過去的

實測經驗，並於當天午後由成大團隊

安排參訪台南濱海計畫執行實驗場域-成大安南校區水工試驗所及將軍區相交蘆筍

園。
 

 暨大團隊由暨南大學科技學院蔡勇斌院長、土木工程學系陳谷汎主任、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兼人社中心協力治理組張力亞組長、通識中心兼任講師陳智峰老師、專案

助理楊智其教授率領10多位團隊成員蒞臨成功大學。蔡院長表示，暨大自6年前開始

投入科技部計畫，深入社區、協助南投埔里地區營造綠色水沙連，其中包括智慧農

業、減污、農業廢棄物循環再利用等在地產業升級。過程雖不容易，但暨大自921大

地震後成功與在地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也成功將專業知識實踐在場域中，並累積

豐碩成果，是作為暨大執行USR計畫前良好的基礎。
 

 成大濱海IMPACT計畫團隊則由成大建築系林子平老師、水利系張懿老師、建築系

博士後研究員楊馨茹博士分享在台南濱海區域與各社區之連結、暑期學習體驗營、

參與七股海鮮節之成果，以及透過大學部、研究所課程引導學生進入場域、發掘議

題、提出策略，實踐社會責任。成功大學林從一副校長分享成大在USR計畫的方向

和願景，給予支持勉勵。雙方並以在地特色產品互相贈禮。
 

 暨大蔡勇斌院長指出，如何讓社區跟大學一起努力，並且號召更多老師參與，是

進行綠色水沙連的USR計畫最具挑戰的部分。暨大張力亞組長進一步說明，該校對

於USR計畫參與博士後研究員的聘用、參與教師的升等配套辦法完整，也是暨大能

順利推動USR計畫的重要策略。
 

 成大林從一副校長則強調，成大特別重視將大學核心專業及科學技術導入社會實

踐的議題。而濱海IMPACT計畫中，正是朝向校內USR目標-以專業解決在地問題。

目前計畫中，由水工試驗所江文山副所長及盧韋勳博士進行漂沙模擬來呈現沙洲與

潟湖變遷；建築系林子平老師及博士後研究員楊馨茹，則應用分層監測分析蘆荀園

內部分層高解析的熱環境變化，建築系洪國安博士候選人提出冷卻及通風策略給在

地產銷班及青農改善高溫化的問題；水利系張懿老師帶領海事所／水利系學生，前

往濱海進行創新之單體牡蠣養殖，協助蚵農對抗氣候變遷導致的瀉湖減小的問題。

而都計系黃泰霖老師則是利用權益關係人分析，建立風險調適模式，輔助決策單位

http://www.enewstw.com/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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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社區面臨的環境變遷問題。測量系饒見有老師則以空拍機建立高解析度三維擬

真模型，供水利系團隊進行社區淹水模擬及建築系學生進行參數化的地景與建築設

計及微氣候模擬。
 

 透過本次成大濱海IMPACT計畫與暨大綠色水沙連計畫的交流，雙方討論環境監測

的經驗與規劃、課程中如何帶領學生實踐深度學習，也針對以專業進場要如何才能

建立與居民的互信關係。讓此次交流為教育部USR計劃提昇養分。期許雙方能持續

在台南濱海及南投埔里社區深耕，建立共學互助的平台，發揮大學社會責任。
 

 教育部補助之107年大學社會責任USR實踐計畫「台南濱海地區環境變遷調適計

畫」（ Implementation plan adapted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ainan coastal

area，簡稱IMPACT），由成大建築系林子平老師、海事所張懿老師及都計系黃泰霖

老師共同執行，並由測量系饒見有老師支援沿岸及社區的航拍與3D模型的建置。

IMPACT計畫目的是探索環境變遷下台南濱海區域面臨的問題，培育年輕學子對於在

地環境及社會議題的關懷，帶領學生深入濱海社區協助在地調適氣候變遷，利用核

心專業及科學技術解決在地受到的氣候變遷問題，並積極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SDGs並與國際接軌，以善盡成功大學社會責任。



2018/8/10 成大醫院「跨洲交流-成醫培訓肯亞醫護人員」 - 健康新聞 - PChome 新聞

http://news.pchome.com.tw/healthcare/twpowernews/20180809/index-15338139064530747012.html 1/1

2018-08-09 19:25:06　勁報記者林琨璋/台南報導

 

成大醫院今年5月因肯亞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公立醫院Kenyatta National Hospital (肯亞塔

國立醫院)提出的醫療需求，派遣醫療團隊前往該院進行洗腎病患動靜脈瘻管的示範手術，將台

灣動靜脈瘻管手術的技術傳授肯亞心臟血管外科醫師。 

今年8月，在外交部及衛生福利部的協助下，邀請該院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主任Omulo (歐目羅)

醫師，率領其醫療團隊兩名醫師來台進行為期一個月的交流與訓練。成大醫院由外科部心臟血管

外科主任羅傳堯教授以及胸腔外科主任曾堯麟教授共同規畫交流內容，並由心臟外科及胸腔外科

兩大醫療團隊給予臨床技術指導及經驗交流。 Omulo醫師同時也是肯亞最高學府-奈洛比大學的

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主任，此行來台除了觀摩台灣的醫療技術外，更期盼能將台灣的技術引進肯

亞，指導更多當地的醫師，並造福肯亞的病患。 

另一方面，成大醫院自2016年起，每年協助肯亞政府培訓洗腎醫護人員，今年8月也再度遴選兩

名肯亞洗腎護理人員至成大醫院接受一個月的訓練。截至今年為止，已有15人接受相關醫學及護

理訓練。未來，成大醫院仍將持續提供肯亞醫護人員來台接受訓練的機會，並與肯亞相關單位研

擬將來台接受培訓計畫，正式納為肯亞住院醫師訓練的一部分。同時，也建立雙向交流管道，以

提升其臨床技術，讓肯亞洗腎病患獲得更完善的醫療品質。

成大醫院「跨洲交流-成醫培訓肯亞醫護人
員」

新聞 健康

http://news.pchom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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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跨洲交流　培訓肯亞醫護人員

▲成大醫院將台灣動靜脈瘻管手術的技術傳授肯亞心臟血管外科醫師。（圖/記者邱宇璿攝）
 

【亞太新聞網/記者邱宇璿/台南報導】
 

成大醫院今年5月因肯亞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公立醫院Kenyatta National Hospital (肯亞塔國立醫院)提出的醫療需求，派遣醫療

團隊前往該院進行洗腎病患動靜脈瘻管的示範手術，將台灣動靜脈瘻管手術的技術傳授肯亞心臟血管外科醫師。
 

今年8月，在外交部及衛生福利部的協助下，邀請該院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主任Omulo (歐目羅)醫師，率領其醫療團隊兩名醫師來台

進行為期一個月的交流與訓練。成大醫院由外科部心臟血管外科主任羅傳堯教授以及胸腔外科主任曾堯麟教授共同規畫交流內容，並

由心臟外科及胸腔外科兩大醫療團隊給予臨床技術指導及經驗交流。 Omulo醫師同時也是肯亞最高學府-奈洛比大學的胸腔及心臟血

管外科主任，此行來台除了觀摩台灣的醫療技術外，更期盼能將台灣的技術引進肯亞，指導更多當地的醫師，並造福肯亞的病患。
 

另一方面，成大醫院自2016年起，每年協助肯亞政府培訓洗腎醫護人員，今年8月也再度遴選兩名肯亞洗腎護理人員至成大醫院接受

一個月的訓練。截至今年為止，已有15人接受相關醫學及護理訓練。未來，成大醫院仍將持續提供肯亞醫護人員來台接受訓練的機

會，並與肯亞相關單位研擬將來台接受培訓計畫，正式納為肯亞住院醫師訓練的一部分。同時，也建立雙向交流管道，以提升其臨床

技術，讓肯亞洗腎病患獲得更完善的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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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洲交流 成醫培訓肯亞醫護人員
孫宜秋／南市

2018/8/10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大醫

院今年5月因肯亞歷史最悠久、規模最

大 的 公 立 醫 院 Kenyatta National

Hospital（肯亞塔國立醫院）提出的醫

療需求，派遣醫療團隊前往該院進行

洗腎病患動靜脈瘻管的示範手術，將

台灣動靜脈瘻管手術的技術傳授肯亞心臟血管外科醫師。
 

 今年8月，在外交部及衛生福利部的協助下，邀請該院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主任

Omulo （歐目羅）醫師，率領其醫療團隊兩名醫師來台進行為期一個月的交流與訓

練。成大醫院由外科部心臟血管外科主任羅傳堯教授以及胸腔外科主任曾堯麟教授

共同規畫交流內容，並由心臟外科及胸腔外科兩大醫療團隊給予臨床技術指導及經

驗交流。Omulo醫師同時也是肯亞最高學府-奈洛比大學的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主

任，此行來台除了觀摩台灣的醫療技術外，更期盼能將台灣的技術引進肯亞，指導

更多當地的醫師，並造福肯亞的病患。
 

 另一方面，成大醫院自2016年起，每年協助肯亞政府培訓洗腎醫護人員，今年8月

也再度遴選兩名肯亞洗腎護理人員至成大醫院接受一個月的訓練。截至今年為止，

已有15人接受相關醫學及護理訓練。未來，成大醫院仍將持續提供肯亞醫護人員來

台接受訓練的機會，並與肯亞相關單位研擬將來台接受培訓計畫，正式納為肯亞住

院醫師訓練的一部分。同時，也建立雙向交流管道，以提升其臨床技術，讓肯亞洗

腎病患獲得更完善的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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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組團拜訪成大 盼建立醫療交流平台

新加坡12位醫療產學代表，⽇前組團拜訪成功⼤學，期能建⽴與成⼤交換學
⽣的合作機制，成⼤校⻑蘇慧貞、副國際⻑陳靜敏、研究總中⼼主任張志
涵、副教務⻑林麗娟、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主任葉明⿓均⼀同出席。

新加坡醫療產學代表此次來台，團隊成員包括樟宜醫院管理部⾨、新加坡科
技設計⼤學教學處與科技企管處、新加坡企業發展局（ Enterprise

Singapore）健康⽣醫組、新加坡國家醫療創新中⼼（National Health

Innovation Center）、Trendline Medical Singapor企業投資部。

此⾏主要希望能了解成⼤在醫療與醫材⽅⾯，如何進⾏研發技術的育成，並
與鄰近的南科產業合作及接軌，在醫療新創與醫材事業領域，形成產學⽣態
圈，更希望建⽴兩⽅交換學⽣機制， 甚⾄希望成⼤提供新創事業的養成課程

成⼤具備優秀的醫學及理⼯⼈才與研發能量，成⼤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致
⼒於推動醫材產學整合、⼈才及新創事業的培育，其所發展的SPARK計畫，
已成功培育12家醫材事業團隊。雙⽅亦針對此⾏拜訪，期許持續接觸及合
作，培育兩國健康醫療產業的⼈才與新創事業，因應未來醫療照護的需求及
趨勢。

2018-08-10 13:58 經濟日報 張傑

讚 0 分享 Y ⽤LINE傳送
,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s%3A%2F%2Fmoney.udn.com%2Fmoney%2Fstory%2F5723%2F3301725&display=popup&ref=plugin&src=like&kid_directed_site=0&app_id=267846550050865
javascript:void(0);


中國時報A12版 1070810



中華日報B1版 1070810



自由時報A11版 1070810



民
時
新
聞2
版
107
081
0



民
時
新
聞3
版
107
081
0



中
華
日
報
B
5
版 
10
70
81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