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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成大旺宏館開工動土迎新頁 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開啟高
教AI跨域新格局

孫宜秋／南市

2020/6/4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旺宏電

子董事長吳敏求去年8月捐贈成大創

校以來單次捐贈最大金額4.2億元興建

「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 6月3日

舉行動土典禮，捐贈人吳敏求以貴賓

身分出席，見證欣喜時刻。同日，成

大校長蘇慧貞宣布以「旺宏館」為基

地，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該院將以「跨領域整合」的全新運作機制，開啟

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及跨域人才培育的全新篇章。吳敏求再次打破捐贈紀錄，宣布旺

宏電子將另捐贈成大10億元，以每年1億、連續10年的方式，支持敏求智慧運算學

院積極延攬國際傑出人才及學院運作，以發揮全球影響力。教育部長潘文忠、台南

市副市長許育典等貴賓特地出席動土典禮和運算學院成立記者會，為這場盛典再添

光彩。

 「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位於成大勝利校區，由成大傑出校友張清華建築師設

計，為4個樓層的創新建築。4樓設置「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是一個結合運算科

學、人工智能、數據科學及相關領域跨學科的學院，並以培育運算專長與領域專業

「雙專長」人才為目標。

 蘇慧貞校長表示，面對後疫情、變動頻繁的年代，我們從旺宏電子、吳敏求學長

的成長史、奮鬥史學習到，只有追求創新、嶄新的文化，並且努力、堅持和不斷跨

域的人，才能擁抱改變，從中蛻變，並永續成長。成大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是一個大

平台，由各領域共有、共享，期望帶來共榮的大未來。在這個平台上，成功大學願

意承諾與宣誓，貢獻給這個社會、國家以及全世界，生生不息、嶄新跨域的優秀人

才。 

 旺宏董事長吳敏求表示，旺宏是全球半導體業中，第一個將Big Data大數據概念

導入半導體生產的廠商，品質世界第一。成大智慧運算學院結合前瞻運算科技與成

大9大學院跨領域的學術能量，對未來科技產業創新發展意義重大。旺宏電子決定

將持續10年，每年捐贈1億元予成大，讓智慧運算學院可以有充分經費積極招聘國

際傑出人才，激勵教研成果，帶動台灣科技產業發展。吳敏求說，期許成大未來能

夠延攬世界級頂尖人才，將現有9大學院與智慧運算學院完美結合，不管對於台灣

或全世界應用領域都將產生卓越貢獻。

 教育部長潘文忠致詞表示，很多大學校長一再提及，台灣產企業要跨大步，面向

國際，要與產業和企業廣大連結，也要讓各大學擁有更寬廣的空間。潘部長推崇吳

董事長重視社會教育、培育科學人才，創設旺宏金矽獎、科學獎，是企業家創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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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回饋社會的典範。成大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率先啟動高教創新，教育部樂

於在未來招生名額上給支持。教育部也樂見在師資聘任上有創新做法，給予有貢獻

者合理、更優渥的待遇，才能羅網最頂尖師資，培育最優質人才，期許未來成大步

步高飛，培育創新和產學需要的戰鬥人才，引領台灣企業再創高峰。

 許育典副市長代表黃偉哲市長出席。許育典感謝吳敏求董事長將心血投入成大和

台南市，也盛讚蘇慧貞校長積極推動創新，成大是台南市最好的智庫，希望大學融

入城市，在城市裡實踐其社會責任。台南市政府願意與成大共享資源，讓大學的創

造力與台南人的生活合而為一。

 「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基地與舊圖書館K館（現在的未來館）相連，兩館間

設有廊道，同時也會塑造出新的廣場，串連既有校園動線與開放空間。1樓是國際

會議廳與展示廳，2、3樓為小型研究室與開放討論空間，4樓為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總部，提供跨領域教師進駐，探討研究未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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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宏電子捐贈 成大旺宏館動土
2020-06-04

「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昨舉行動土典禮，教育部長潘文忠(右六)、

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右五）、成大校長蘇慧貞（右四）等貴賓出席

動土典禮。 （記者趙傳安攝）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捐贈四點二億元給成大興建成功創新中心旺宏

館，三日動土。成大以旺宏館為基地，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培育人

工智慧創新應用及跨域人才。吳敏求宣布，旺宏電子將另捐十億元給成

大，以每年一億、連續十年的方式，支持敏求智慧運算學院延攬國際傑

出人才，發揮全球影響力。

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位於成大勝利校區，由成大傑出校友張清華建築師

設計。建物四樓設置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是結合運算科學、人工智能、

數據科學及相關領域跨學科的學院。

昨日上午的動土典禮，除了捐贈人吳敏求、成大校長蘇慧貞，教育部長

潘文忠、台南市副市長許育典、工研院長劉文雄，也都應邀出席見證。

蘇慧貞表示，成大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是一個大平台，由各領域共有、共

享。

 吳敏求指出，旺宏是全球半導體產業，第一個將Big Data大數據概念

導入半導體生產的廠商，品質世界第一。成大智慧運算學院結合前瞻運

算科技與成大九大學院跨領域的學術能量，對未來科技產業創新發展，

意義重大。

 潘文忠表示，教育部將在未來招生名額上給予支持，樂見師資聘任有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9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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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做法，針對有貢獻者提供合理、更優渥的待遇。

 劉文雄表示，成大智慧運算學院成立，工研院也將在跨領域人才、技

術研發與產業化合作上，與成大共創未來。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預計一０九學年度招生，不設系所，改以學分學程、

學位學程靈活教學，並依重點發展目標設跨領域研究中心。八月起將開

放成大學生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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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成大敏求智慧學院 培養雙專長

成功大學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成立，20位合聘師資首先亮相。 �（記者劉婉君攝）

2020-06-04 05:30:00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昨天成立，

以應用為導向，不設傳統系所，將結合前瞻運算科技與成大九大學院，培育

運算專長與領域專業的「雙專長」人才，預計一○九學年度招生。校友、旺宏

電子董事長吳敏求捐贈十億元，以協助校方未來十年延攬優秀師資。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為結合運算科學、人工智能、數據科學及相關領域跨學科

的學院，以學分學程及學位學程進行教學，並依重點發展目標設跨領域研究

中心，學分學程強調以運算為核心的基礎學科課程，搭配不同專業基礎與應

用課程；學位學程則以跨領域碩博士學位為核心，兼顧科學知識、運算技術

與系統整合的能力。

校方表示，目前正規劃大學部不分系智慧運算學分學程及ＡＩ機器人碩士學

位學程、智慧生醫碩博士學位學程、智慧運算工程碩博士學位學程。其中，

智慧生醫學分學程，專為醫學院學生或生物科技領域學生設計，下學年起就

會開放成大學生選讀。而ＡＩ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的招生名額將於七月公

布，年底就可以開始招生，計畫招收碩士生十五名。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6/04/12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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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去年八月捐贈四．二億元，給成大興建成功創新中心─

旺宏館，昨天由成大校長蘇慧貞、吳敏求、教育部長潘文忠等人動土，敏求

智慧運算學院未來即以旺宏館四樓為基地，且以校內法人的概念，推動校內

教師合聘，另外也將搭配自籌資金，以包含薪資等具競爭力的獎勵措施，延

攬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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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搶人才 創設智慧運算學院
工商時報 涂志豪04:10 2020/06/04

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去年8月捐贈成大創校以來單次捐贈最大金額4.2億元興建「成功創新

中心－旺宏館」，3日舉行動土典禮，邀請教育部長潘文忠、台南市副市長許育典等貴賓出

席，吳敏求也以貴賓身分出席並見證欣喜時刻。成大校長蘇慧貞同日宣布以旺宏館為基地，

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該院將以「跨領域整合」的全新運作機制，發展人工智慧

（AI）創新應用及跨域人才培育。

吳敏求也再次打破捐贈紀錄，宣布旺宏電子將另捐贈成大10億元，以每年1億、連續十年的方

式，支持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積極延攬國際傑出人才及學院運作，以發揮全球影響力。

吳敏求表示，旺宏董事會通過每年將捐贈1億元、連續十年予成大，讓智慧運算學院可以有充

分經費積極招聘國際傑出人才到成大任教，激勵教研成果，帶動台灣科技產業發展。智慧運

算學院的成立，希望能打破學術界的門戶之見，讓成大的九大學院都能因而受惠回饋到不同

的應用領域。

吳敏求表示，智慧運算學院未來的目標主要有兩大面向。第一是希望建立電腦系統結構

（computer architecture）的能量，因為台灣產業的發展比較偏向代工，較缺乏真正的先進

處理流程（pioneer processing）。第二是期望成大找到真正的數學專家

（mathematician）。

吳敏求說，運算學院很重要的部份即是數學專家，因為系統最重要的是演算法，近年來很夯

的AI概念，A指的不是Artificial（人工）而是algorithm（演算法），演算法所代表的意義就

是數學專家，若能將兩者相互結合，智慧運算學院一定能顯現出不一樣的特色。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預計109學年度招生，不設系所，改以學分學程、學位學程靈活教學，並依

重點發展目標設跨領域研究中心。學分學程強調以運算為核心的基礎學科課程，並搭配不同

專業基礎與應用課程。學位學程以跨領域碩博士學位為核心，兼顧科學知識、運算技術與系

統整合的能力。

#學院 #求智慧 #捐贈 #智慧 #運算 #吳敏求 #旺宏館 #成大 #人才 #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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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成大旺宏館動土 結合跨領域學術研究能量

2020-06-03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成大 旺宏 成功創新中心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A4%A7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97%BA%E5%AE%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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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旺宏電子捐資興建的成大旺宏館，正式動土興建，未來成大將以旺宏館為基地，創設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將開啟跨領域整合全新運作機制，培育跨域人才。
 
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去年8月捐贈成大創校以來單次捐贈最大金額4.2億元興建成功創
新中心-旺宏館，在旺宏館動土儀式上，特別邀請了教育部長潘文忠及臺南市副市長許
育典出席動土典禮及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成立記者會，吳敏求表示，新成立的敏求智慧運
算學院，結合前瞻運算科技與成大9大學院跨領域的學術能量，對未來科技產業創新發
展意義重大。
 
許育典副市長表示，很高興見到國際舉足輕重的企業和臺灣頂尖的大學在臺南緊密連
結，旺宏館動土的意義重大。成大表示，建成後的旺宏館基地將與舊圖書館K館相連，

成大旺宏館動土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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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是國際會議廳及展示廳，二、三樓為小型研究室與開放空間，四樓則是敏求智慧運
算學院總部，提供跨領域教師進駐，探討研究未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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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旺宏館動土迎新頁　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0-06-03 16:25

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去年8月捐贈成大創校以來單次捐贈最大金額4.2億元興

建「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6/3舉行動土典禮，捐贈人吳敏求以貴賓身分

出席，見證欣喜時刻。

成大校長蘇慧貞宣布以「旺宏館」為基地，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該院

將以「跨領域整合」的全新運作機制，開啟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及跨域人才培育

的全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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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長潘文忠、台南市副市長許育典等貴賓特地出席動土典禮和運算學院成

立記者會，為這場盛典再添光彩。

吳敏求再次打破捐贈紀錄，宣布旺宏電子將另捐贈成大10億元，以每年1億、

連續10年的方式，支持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積極延攬國際傑出人才及學院運作，

以發揮全球影響力。

「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位於成大勝利校區，由成大傑出校友張清華建築師

設計，為4個樓層的創新建築，4樓設置「敏求智慧運算學院（Miin Wu

School of Computing）」，是一個結合運算科學、人工智能、數據科學及相

關領域跨學科的學院，並以培育運算專長與領域專業「雙專長」人才為目標。

蘇慧貞校長表示，我們從旺宏電子、吳敏求學長的成長史、奮鬥史學習到，只

有創新、嶄新的文化，只努力、堅持並且不斷跨域的人，才能擁抱改變，從中

蛻變，並且可以永續成長，做為一個組織或個人都是如此。

旺宏董事長吳敏求表示，期許成大未來能夠延攬世界級頂尖人才，將現有九大

學院與智慧運算學院完美結合，不管對於台灣或全世界應用領域都將產生卓越

貢獻。

教育部長潘文忠致詞表示，期許未來成大步步高飛，培育創新人才，產學需要

的戰鬥人才，引領台灣企業再創高峰。

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工研院很願意在跨領域人才、技術研發與產業化合作

上，與成大智慧運算學院持續共創未來。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預計109學年度招生，不設系所，改以學分學程、學位

學程靈活教學，並依重點發展目標設跨領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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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基地與舊圖書館K館（現在的未來館）相連，兩館間

設有廊道，同時也會塑造出新的廣場，串連既有校園動線與開放空間，1樓是

國際會議廳與展示廳，2、3樓為小型研究室與開放討論空間，4樓為敏求智慧

運算學院總部，提供跨領域教師進駐，探討研究未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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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旺宏館開工動土　開啟高教AI跨域新格局

▲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捐贈成大4.2億元興建「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舉行動土典禮，捐贈人吳

敏求以貴賓身分出席，見證欣喜時刻。（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2019年8月捐贈成大創校以來單次捐贈最大金額4.2億元興建

「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 3日舉行動土典禮，捐贈人吳敏求以貴賓身分出席，見

證欣喜時刻。

同日，成大校長蘇慧貞宣布以「旺宏館」為基地，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該院

將以「跨領域整合」的全新運作機制，開啟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及跨域人才培育的全新

篇章。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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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敏求再次打破捐贈紀錄，宣布旺宏電子將另捐贈成大10億元，以每年1億、連續10

年的方式，支持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積極延攬國際傑出人才及學院運作，以發揮全球

影響力。教育部長潘文忠、台南市副市長許育典等人士特地出席動土典禮和運算學院

成立記者會，為這場盛典再添光彩。

「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位於成大勝利校區，由成大傑出校友張清華建築師設計，

為4個樓層的創新建築。4樓設置「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是一個結合運算科學、人工

智能、數據科學及相關領域跨學科的學院，並以培育運算專長與領域專業「雙專長」

人才為目標。

蘇慧貞校長表示，面對後疫情、變動頻繁的年代，我們從旺宏電子、吳敏求學長的成

長史、奮鬥史學習到，只有追求創新、嶄新的文化，並且努力、堅持和不斷跨域的

人，才能擁抱改變，從中蛻變，並永續成長。成大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是一個大平台，

由各領域共有、共享，期望帶來共榮的大未來。在這個平台上，成功大學願意承諾與

宣誓，貢獻給這個社會、國家以及全世界，生生不息、嶄新跨域的優秀人才。

旺宏董事長吳敏求表示，旺宏是全球半導體業中，第一個將Big Data大數據概念導入

半導體生產的廠商，品質世界第一。成大智慧運算學院結合前瞻運算科技與成大9大學

院跨領域的學術能量，對未來科技產業創新發展意義重大。旺宏電子決定將持續10

年，每年捐贈1億元予成大，讓智慧運算學院可以有充分經費積極招聘國際傑出人才，

激勵教研成果，帶動台灣科技產業發展。吳敏求說，期許成大未來能夠延攬世界級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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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人才，將現有9大學院與智慧運算學院完美結合，不管對於台灣或全世界應用領域都

將產生卓越貢獻。

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很多大學校長一再提及，台灣產企業要跨大步，面向國際，要

與產業和企業廣大連結，也要讓各大學擁有更寬廣的空間。潘部長推崇吳董事長重視

社會教育、培育科學人才，創設旺宏金矽獎、科學獎，是企業家創業有成、回饋社會

的典範。成大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率先啟動高教創新，教育部樂於在未來招生名

額上給支持。教育部也樂見在師資聘任上有創新做法，給予有貢獻者合理、更優渥的

待遇，才能羅網最頂尖師資，培育最優質人才，期許未來成大步步高飛，培育創新和

產學需要的戰鬥人才，引領台灣企業再創高峰。

許育典副市長代表黃偉哲市長出席。許育典感謝吳敏求董事長將心血投入成大和台南

市，也盛讚蘇慧貞校長積極推動創新，成大是台南市最好的智庫，希望大學融入城

市，在城市裡實踐其社會責任。台南市政府願意與成大共享資源，讓大學的創造力與

台南人的生活合而為一。

成大副校長吳誠文為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籌備委員會副總召集人，他說人工智慧可以廣

泛與不同學門領域結合，能與各項知識、技術相連結，快速應用到各領域。智慧運算

學院的課程內容會依各領域不同需求重新設計。以計算生物學為例，要讓電機系的學

生有基本的生物學素養，才好利用演算法或程式設計去做生物數據的分析。醫學院的

學生要有基本的程式設計與機器學習概念，才能夠妥善運用人工智慧方法與工具，協

助做醫學資訊的分析。透過跨領域課程的設計，我們要讓學生建立彼此可以互相溝通

合作的基本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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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工研院近期擬定「2030技術策略與藍圖」，以AI人工智慧為

智慧化共通技術之一，聚焦「智慧生活」、「健康樂活」、「永續環境」三大應用領

域，希望攜手產業，開創2030的新市場、新商機。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預計109學年度招生，不設系所，改以學分學程、學位學程靈

活教學，並依重點發展目標設跨領域研究中心。學分學程強調以運算為核心的基礎學

科課程，並搭配不同專業基礎與應用課程。學位學程以跨領域碩博士學位為核心，兼

顧科學知識、運算技術與系統整合的能力。目前正規劃大學部不分系智慧運算學分學

程及AI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智慧生醫碩博士學位學程、智慧運算工程碩博士學位學

程。專為醫學院學生或生物科技領域學生設計的「智慧生醫學分學程」109年8月起開

放成大學生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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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學院在教師聘任上也有創新作法，除了搭配自籌資金提供包含薪資等具競爭力的獎

勵措施以延攬國內外知名人士外，更將以校內法人的概念推動校內教師之合聘，目前

已由電機系、機械系、統計系與數學系等近20位合聘師資組成堅強運算技術核心團

隊。

「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基地與舊圖書館K館（現在的未來館）相連，兩館間設有

廊道，同時也會塑造出新的廣場，串連既有校園動線與開放空間。1樓是國際會議廳與

展示廳，2、3樓為小型研究室與開放討論空間，4樓為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總部，提供

跨領域教師進駐，探討研究未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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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旺宏館開工動土迎新頁 創設敏求智
慧運算學院開啟高教AI跨域新格局
Posted By: TainanTalk  六月 3, 2020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去年8月捐贈成大創校以來單次捐贈最大金額4.2
億元興建「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 6月3日舉行動土典禮，捐贈人吳敏求以貴賓身分出席，見
證欣喜時刻。同日，成大校長蘇慧貞宣布以「旺宏館」為基地，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該

院將以「跨領域整合」的全新運作機制，開啟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及跨域人才培育的全新篇章。吳

敏求再次打破捐贈紀錄，宣布旺宏電子將另捐贈成大10億元，以每年1億、連續10年的方式，支
持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積極延攬國際傑出人才及學院運作，以發揮全球影響力。教育部長潘文忠、

台南市副市長許育典等貴賓出席動土典禮和運算學院成立記者會，為這場盛典再添光彩。

（圖說）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去年8月捐贈成大4.2億元興建「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 6月3
日舉行動土典禮，捐贈人吳敏求以貴賓身分出席，見證欣喜時刻。（記者鄭德政攝）

「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位於成大勝利校區，由成大傑出校友張清華建築師設計，為4個樓層的
創新建築。4樓設置「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是一個結合運算科學、人工智能、數據科學及相關
領域跨學科的學院，並以培育運算專長與領域專業「雙專長」人才為目標。

https://tainantalk.com/author/tainantalk/
https://tainantalk.com/202006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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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成大校長蘇慧貞、教育部長潘文忠、台南市副市長許育典等貴

賓今天出席「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動土典禮。（記者鄭德政攝）
蘇慧貞校長表示，面對後疫情、變動頻繁的年代，我們從旺宏電子、吳敏求學長的成長史、奮鬥

史學習到，只有追求創新、嶄新的文化，並且努力、堅持和不斷跨域的人，才能擁抱改變，從中

蛻變，並永續成長。成大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是一個大平台，由各領域共有、共享，期望帶來共榮

的大未來。在這個平台上，成功大學願意承諾與宣誓，貢獻給這個社會、國家以及全世界，生生

不息、嶄新跨域的優秀人才。 
旺宏董事長吳敏求表示，旺宏是全球半導體業中，第一個將Big Data大數據概念導入半導體生產
的廠商，品質世界第一。成大智慧運算學院結合前瞻運算科技與成大9大學院跨領域的學術能
量，對未來科技產業創新發展意義重大。旺宏電子決定將持續10年，每年捐贈1億元予成大，讓
智慧運算學院可以有充分經費積極招聘國際傑出人才，激勵教研成果，帶動台灣科技產業發展。

吳敏求說，期許成大未來能夠延攬世界級頂尖人才，將現有9大學院與智慧運算學院完美結合，
不管對於台灣或全世界應用領域都將產生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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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動土典禮後，與會貴賓合影。（記者鄭德政攝）

教育部長潘文忠致詞表示，很多大學校長一再提及，台灣產企業要跨大步，面向國際，要與產業

和企業廣大連結，也要讓各大學擁有更寬廣的空間。潘部長推崇吳董事長重視社會教育、培育科

學人才，創設旺宏金矽獎、科學獎，是企業家創業有成、回饋社會的典範。成大成立敏求智慧運

算學院，率先啟動高教創新，教育部樂於在未來招生名額上給支持。教育部也樂見在師資聘任上

有創新做法，給予有貢獻者合理、更優渥的待遇，才能羅網最頂尖師資，培育最優質人才，期許

未來成大步步高飛，培育創新和產學需要的戰鬥人才，引領台灣企業再創高峰。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預計109學年度招生，不設系所，改以學分學程、學位學程靈活教學，並
依重點發展目標設跨領域研究中心。學分學程強調以運算為核心的基礎學科課程，並搭配不同專

業基礎與應用課程。學位學程以跨領域碩博士學位為核心，兼顧科學知識、運算技術與系統整合

的能力。目前正規劃大學部不分系智慧運算學分學程及AI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智慧生醫碩博士
學位學程、智慧運算工程碩博士學位學程。專為醫學院學生或生物科技領域學生設計的「智慧生

醫學分學程」109年8月起開放成大學生選讀。
「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基地與舊圖書館K館（現在的未來館）相連，兩館間設有廊道，同時
也會塑造出新的廣場，串連既有校園動線與開放空間。1樓是國際會議廳與展示廳，2、3樓為小
型研究室與開放討論空間，4樓為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總部，提供跨領域教師進駐，探討研究未來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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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左）宣布未來10年每年再捐1億元協助成大在世界舞台延攬一流人

才，教育部長潘文忠（中）表示，這是突破高教攬才的重要里程碑。（曹婷婷攝）

旺宏再捐成大10億 攬高教人才
中國時報 曹婷婷 、台南04:10 2020/06/04

高教攬才重要里程碑！全球積極投入發展雲端、大數據、人工智慧同時，全世界爭搶人工智

慧人才，成功大學去年獲旺宏電子捐4.2億元打造創新中心並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未

來10年，旺宏每年再捐1億，提供成大在世界舞台延攬一流人才，學院將以「編制外」作法聘

任專業師資，學術界看好不只育才，更能使老師不「薪」酸。

AI、大數據人才炙手可熱，大學教授透露，碩士班應屆畢業生1年起薪就比助理教授高出很

多，以美國為例，1年薪水15萬美元起跳，選擇留在教育現場相對「薪」酸，如何留住人才貢

獻於教學協助國家培育人才，更顯重要。

聘請專業師資不薪酸

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這是學術界與企業攜手突破高教攬才的重要里程碑。他說，教育部在

高等教育投注不少心力，祭出「玉山學者計畫」等攬才策略，針對未獲核定玉山學者申請

案，各大學也可撥用高教深耕經費以「彈性薪資」或自籌方式聘任，他說，成大從去年籌畫

該計畫，8月啟動招生，教育部樂見其成。

有感於國家產業要跨步面向國際，需規畫有別於過往人才培育型態，成功大學去年獲校友、

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捐4.2億元打造創新中心並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吳敏求說，成

大智慧運算學院結合前瞻運算科技與成大9大學院跨領域學術能量，期許成大以充分經費招聘

國際傑出人才，帶動科技產業發展。

首批碩士班招生15人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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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學院109學年度招生，首批招生名額正由教育部審核中，預計招收碩士班15名學生。成大

校長蘇慧貞說，該學院打破過去攬才框架，希望給予更好待遇、薪資延攬優秀人才，且以校

內法人概念推動校內教師合聘，目前已聘師資包括電機系、機械系、統計系、數學系近20

位，同時也積極延攬國內外知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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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宏再捐成大10億，設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08:33)

日期：2020/6/4

【財訊快報／記者李純君報導】旺宏電子(  2337 )董事長吳敏求去年8月捐贈成大
4.2億元興建「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  6月3日舉行動土典禮，吳敏求親自出
席，且當日成大校長蘇慧貞更宣布以「旺宏館」為基地，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

院」，該院將以「跨領域整合」的全新運作機制，開啟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及跨域

人才培育的全新篇章。

  典禮上，吳敏求更加碼捐贈，宣布旺宏電子將另捐贈成大10億元，以每年1
億、連續10年的方式，支持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積極延攬國際傑出人才及學院運
作，以發揮全球影響力。教育部長潘文忠、台南市副市長許育典也特地出席動土

典禮和運算學院成立記者會。

  吳敏求在致詞時指出，旺宏將每年將捐贈1億元、連續10年予成大，讓智慧
運算學院可以有充分經費積極招聘國際傑出人才到成大任教，激勵教研成果，帶

動台灣科技產業發展，智慧運算學院的成立，也希望能打破學術界的門戶之見，

讓成大九大學院都能因而受惠回饋到不同的應用領域，這不僅是對成大，對未來

科技產業創新發展意義重大，對整個台灣也是很重要的事。

  吳敏求表示，智慧運算學院未來的目標主要有兩大面向：第一是希望建立
computer  archi tecture(電腦系統結構 )的能量，台灣產業的發展比較偏向代工，
較缺乏真正的pioneer  processing(先進的處理流程 )；第二是期望成大找到真正的
mathematician(數學專家 )。

  30年前，旺宏是全球半導體業中，第一個將Big Data大數據概念導入半導體
生產，對客戶的品質服務從PPM(百萬分之一 )標準升級至PPB(十億分之一 )，運
算學院很重要的部份即是mathematician，因為系統最重要的是algori thm(演算
法 )，近年來很夯的AI概念，A指的不是Artif ic ia l，而是algori thm，algori thm所
代表的意義就是mathematician，若能將algori thm和mathematician相互結合，
智慧運算學院一定能顯現出不一樣的特色。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預計109學年度招生，不設系所，改以學分學程、學
位學程靈活教學，並依重點發展目標設跨領域研究中心。學分學程強調以運算為

核心的基礎學科課程，並搭配不同專業基礎與應用課程。學位學程以跨領域碩博

http://www.investor.com.tw/onlineNews/todayNews.asp?oldPaperDate=20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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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學位為核心，兼顧科學知識、運算技術與系統整合的能力。目前正規劃大學部

不分系智慧運算學分學程及AI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智慧生醫碩博士學位學程、
智慧運算工程碩博士學位學程。專為醫學院學生或生物科技領域學生設計的「智

慧生醫學分學程」109年8月起開放成大學生選讀。

Recommend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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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宏吳敏求大手筆捐贈母校 未來10年每年1億元

15小時前

旺宏董事長吳敏求(右四)宣布旺宏電子將另捐贈成大10億元，以每年1億、連續10年的方式。業者提供

旺宏（2337）董事長吳敏求大手筆捐贈母校成功大學，旺宏昨日董事會通過未來

10年、每年捐贈1億元，累計將高達10億元，為培育優質跨領域創新人才回饋社會

並善盡旺宏電子社會責任，

吳敏求去年8月捐贈成大創校以來單次捐贈最大金額4.2億元興建「成功創新中心－

旺宏館」， 今日舉行動土典禮，吳敏求親自出席見證欣喜時刻。同日，成大校長

蘇慧貞宣布以「旺宏館」為基地，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該院將以「跨領域

整合」的全新運作機制，開啟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及跨域人才培育的全新篇章。

 

吳敏求再次打破捐贈紀錄，宣布旺宏電子將另捐贈成大10億元，以每年1億、連續

10年的方式，支持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積極延攬國際傑出人才及學院運作，以發揮全

http://thumbor-prod-ap-ne-1.photo.aws.arc.pub/RntF9qmwvy_n3LwvWOM7QQZHmc4=/arc-photo-appledaily/ap-ne-1-prod/public/L7MZ5LMFMKP2D65ZBLDMN6QTU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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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影響力。教育部長潘文忠、台南市副市長許育典等貴賓特地出席動土典禮和運算

學院成立記者會，為這場盛典再添光彩。

 

吳敏求致詞指出，旺宏電子昨日召開董事會，通過每年將捐贈1億元、連續10年予

成大，比照教育部推動的計畫，讓智慧運算學院可以有充分經費積極招聘國際傑出

人才到成大任教，激勵教研成果，帶動台灣科技產業發展，智慧運算學院的成立，

也希望能打破學術界的門戶之見，讓成大9大學院都能因而受惠回饋到不同的應用

領域，這不僅是對成大，對未來科技產業創新發展意義重大，對整個台灣也是很重

要的事，非常感謝教育部的支持及共同推動，讓這個願景更有意義。

吳敏求表示，智慧運算學院未來的目標主要有兩大面向：第一是希望建立

computer architecture(電腦架構)的能量，台灣產業的發展比較偏向代工，較缺乏

真正的 pioneer processor(先進的處理器 )開發；第二是期望成大找到真正的

mathematician(數學專家)。

 

吳敏求進一步說，30年前，旺宏是全球半導體業中，第一個將Big Data大數據概念

導入半導體生產，對客戶的品質服務從PPM (百萬分之一)標準升級至PPB(十億分

之一 )，運算學院很重要的部份即是mathematician，因為系統最重要的是

algorithm(演算法)，近年來很夯的AI概念，A指的不是Artificial，而是algorithm，

algorithm所代表的意義就是mathematician，若能將algorithm和mathematician

相互結合，智慧運算學院一定能顯現出不一樣的特色。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預計109學年度招生，不設系所，改以學分學程、學位學程

靈活教學，並依重點發展目標設跨領域研究中心。學分學程強調以運算為核心的基

礎學科課程，並搭配不同專業基礎與應用課程。

 

學位學程以跨領域碩博士學位為核心，兼顧科學知識、運算技術與系統整合的能

力。目前正規劃大學部不分系智慧運算學分學程及AI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智慧生

醫碩博士學位學程、智慧運算工程碩博士學位學程。專為醫學院學生或生物科技領

域學生設計的「智慧生醫學分學程」109年8月起開放成大學生選讀。

此學院在教師聘任上也有創新作法，除了搭配自籌資金提供包含薪資等具競爭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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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措施以延攬國內外知名人士外，更將以校內法人的概念推動校內教師之合聘，

目前已由電機系、機械系、統計系與數學系等近20位合聘師資組成堅強運算技術核

心團隊。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還將與產業緊密鏈結，規劃以新型態的產業聯盟方式運作，讓會

員廠商在學院的教學與研究都能參與。吳誠文表示，如此一來，雙專長人才也具備

扎實的實務訓練，對企業帶來高價值，並拉近大學與社會的距離，也呼應教育部鼓

勵大學創新與發展特色的政策。

「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位於成大勝利校區，由成大傑出校友張清華建築師設

計，基地與舊圖書館K館（現在的未來館）相連，兩館間設有廊道，同時也會塑造

出新的廣場，串連既有校園動線與開放空間。（楊喻斐／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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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今日正式動土。業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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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宏吳敏求捐贈母校成大創新中心，未來續以每年 1 億元資助運作
作者 Atkinson | 發布日期 2020 年 06 月 04 日 10:00 | 分類 晶片 , 記憶體 , 零組件 分享

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 2019 年 8 月宣布捐贈成大創校以來單次捐贈最大金額 4.2 億元興建「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 6 月 3 日正式舉行動

「跨領域整合」的全新運作機制，開啟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及跨域人才培育的全新篇章。另外，吳敏求也宣布，旺宏電子將另捐贈成大 10 億元，以

式，支持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積極延攬國際傑出人才及學院運作，以發揮全球影響力。

吳敏求在致詞時指出，旺宏電子 2 日召開董事會時通過每年將捐贈 1 億元、連續 10 年予成大，比照教育部推動的計畫，讓智慧運算學院可以

傑出人才到成大任教，激勵教研成果，帶動台灣科技產業發展，智慧運算學院的成立，也希望能打破學術界的門戶之見，讓成大九大學院都能因而

域，這不僅是對成大，對未來科技產業創新發展意義重大，對整個台灣也是很重要的事。

吳敏求表示，智慧運算學院未來的目標主要有兩大面向：第一是希望建立 computer architecture (電腦架構) 的能量。因為台灣產業的發展比

的 pioneer processor (先進的處理器) 開發。第二是期望成大找到真正的 mathematician (數學專家)，原因在於 30 年前，旺宏是全球半導體業中

概念導入半導體生產，對客戶的品質服務從 PPM (百萬分之一)標準升級至 PPB (十億分之一)。所以，運算學院很重要的部分即是 mathematician

algorithm (演算法)，近年來很夯的 AI 概念，A 指的不是 Artificial，而是 algorithm，algorithm 所代表的意義就是 mathematician，若能將 alg

相互結合，智慧運算學院一定能顯現出不一樣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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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預計 109 學年度招生，不設系所，改以學分學程、學位學程靈活教學，並依重點發展目標設跨領域研究中心。學分學程

學科課程，並搭配不同專業基礎與應用課程。學位學程以跨領域碩博士學位為核心，兼顧科學知識、運算技術與系統整合的能力。目前正規劃大學

程及 AI 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智慧生醫碩博士學位學程、智慧運算工程碩博士學位學程。專為醫學院學生或生物科技領域學生設計的「智慧生醫學

開放成大學生選讀。

此學院在教師聘任上也有創新做法，除了搭配自籌資金提供包含薪資等具競爭力的獎勵措施以延攬國內外知名人士外，更將以校內法人的概念

前已由電機系、機械系、統計系與數學系等近 20 位合聘師資組成堅強運算技術核心團隊。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還將與產業緊密鏈結，規劃以新型態的產業聯盟方式運作，讓會員廠商在學院的教學與研究都能參與。吳誠文表示，如此一

實的實務訓練，對企業帶來高價值，並拉近大學與社會的距離，也呼應教育部鼓勵大學創新與發展特色的政策。

「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 位於成大勝利校區，由成大傑出校友張清華建築師設計，基地與舊圖書館 K 館（現在的未來館）相連，兩館間設有

的廣場，串連既有校園動線與開放空間。1 樓是國際會議廳與展示廳，2、3 樓為小型研究室與開放討論空間，4 樓為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總部，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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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數據科學及相關領域跨學科的學院，並以培育運算專長與領域專業「雙專長」人才為目標。提供跨領域教師進駐，探討研究未來議題。

(首圖來源:旺宏電子提供)

關鍵字: 人工智慧 , 吳敏求 , 成功大學 , 旺宏電子 , 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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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宏砸4.2億元興建「成大旺宏館」！創設敏求
智慧運算學院　開啟高教AI跨域

▲教育部長潘文忠（左六）、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右四）及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左五）共同

宣布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成立。（圖／旺宏電子提供）

財經中心／台南報導

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2019年8月捐贈成功大學創校以來，單次捐贈最大金額4.2億元

興建「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3日舉行動土典禮，吳敏求以貴賓身分出席，見證

欣喜時刻。成大校長蘇慧貞宣布以「旺宏館」為基地，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該院將以「跨領域整合」的全新運作機制，開啟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及跨域人才培育的

全新篇章。

吳敏求再次打破捐贈紀錄，旺宏電子將另捐贈成大10億元，以每年1億、連續10年的

方式，支持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積極延攬國際傑出人才及學院運作，以發揮全球影響

力。教育部長潘文忠、台南市副市長許育典等貴賓特地出席動土典禮和運算學院成立

記者會，為這場盛典再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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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敏求致詞時指出，旺宏電子2日召開董事會，通過每年將捐贈1億元、連續10年予成

大，讓智慧運算學院可以有充分經費積極招聘國際傑出人才到成大任教，激勵教研成

果，帶動台灣科技產業發展，智慧運算學院的成立，也希望能打破學術界的門戶之

見，讓成大9大學院都能因而受惠回饋到不同的應用領域，這不僅是對成大，對未來科

技產業創新發展意義重大，對整個台灣也是很重要的事，非常感謝教育部的支持及共

同推動，讓這個願景更有意義。

吳敏求表示，智慧運算學院未來的目標主要有兩大面向，第一是希望建立「電腦系統

結構」（computer architecture）的能量，台灣產業的發展比較偏向代工，較缺乏真

正的「先進的處理流程」（pioneer processing）。

第二是期望成大找到真正的數學專家（mathematician），30年前，旺宏是全球半導

體業中，第一個將Big Data大數據概念導入半導體生產，對客戶的品質服務從

PPM（百萬分之一）標準升級至PPB（十億分之一），運算學院很重要的部份即是

mathematician，因為系統最重要的是「演算法」（algorithm）。

▲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參加「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動土典禮。（圖／旺宏電子提供）

近年來很夯的AI概念，A指的不是Artificial，而是algorithm，algorithm所代表的意義

就是mathematician，若能將algorithm和mathematician相互結合，智慧運算學院

一定能顯現出不一樣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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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面對後疫情、變動頻繁的年代，從旺宏電子、吳敏求學長的成

長史、奮鬥史學習到，只有追求創新、嶄新的文化，並且努力、堅持和不斷跨域的

人，才能擁抱改變，從中蛻變，並永續成長。成大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是一個大平台，

由各領域共有、共享，期望帶來共榮的大未來。在這個平台上，成功大學願意承諾與

宣誓，貢獻給這個社會、國家以及全世界，生生不息、嶄新跨域的優秀人才。

教育部長潘文忠致詞表示，很多大學校長一再提及，台灣產企業要跨大步，面向國

際，要與產業和企業廣大連結，也要讓各大學擁有更寬廣的空間。推崇吳董事長重視

社會教育、培育科學人才，創設旺宏金矽獎、科學獎，是企業家創業有成、回饋社會

的典範。

成大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率先啟動高教創新，教育部樂於在未來招生名額上給支

持。教育部也樂見在師資聘任上有創新做法，給予有貢獻者合理、更優渥的待遇，才

能羅網最頂尖師資，培育最優質人才，期許未來成大步步高飛，培育創新和產學需要

的戰鬥人才，引領台灣企業再創高峰。

台南市副市長許育典代表台南市長黃偉哲出席。許育典感謝吳敏求董事長將心血投入

成大和台南市，也盛讚蘇慧貞校長積極推動創新，成大是台南市最好的智庫，希望大

學融入城市，在城市裡實踐其社會責任。台南市政府願意與成大共享資源，讓大學的

創造力與台南人的生活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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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位於成大勝利校區，由成大傑出校友建築師張清華設

計，基地與舊圖書館K館（現在的未來館）相連，兩館間設有廊道，同時也會塑造出

新的廣場，串連既有校園動線與開放空間。1樓是國際會議廳與展示廳，2、3樓為小

型研究室與開放討論空間，4樓為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總部，是一個結合運算科學、人工

智能、數據科學及相關領域跨學科的學院，並以培育運算專長與領域專業「雙專長」

人才為目標。提供跨領域教師進駐，探討研究未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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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宏電子捐4.2億元 興建「成大創新中心旺宏

館」

2020-06-03 19:19  聯合報  / 記者鄭維真／台南即時報導

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捐贈成大4.2億元興建「成功創新中心—

旺宏館」，為成大創校以來單次捐贈最高金額，今天舉辦動土

典禮，並將以「旺宏館」為基地 ，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

院」，該院採「跨領域整合」的全新運作機制，開啟人工智慧

創新應用及跨域人才培育的全新篇章。

旺宏電 子捐贈成 大 4 . 2億元，興建「成功創新 中 心－旺宏館」。圖／成 大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zND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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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吳敏求出席動土典禮時再度宣布，旺宏電子將另捐贈成大

10億元，以每年1億、連續10年的方式，支持敏求智慧運算學

院延攬國際傑出人才及學院運作，以發揮全球影響力。

「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位於成大勝利校區，由成大傑出校

友張清華建築師設計，為4樓層的創新建築。4樓設置「敏求智

慧運算學院」，是一個結合運算科學、人工智能、數據科學及

相關領域跨學科的學院，並以培育運算專長與領域專業「雙專

長」人才為目標。

成大校長蘇慧貞說，成大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是一個大平台，由

各領域共有、共享，期望帶來共榮的大未來。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預計109學年度招生，不設系所，改以

學分學程、學位學程靈活教學，並依重點發展目標設跨領域研

究中心。學分學程強調以運算為核心的基礎學科課程，並搭配

不同專業基礎與應用課程。目前正規畫大學部不分系智慧運算

學分學程及AI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智慧生醫碩博士學位學

程、智慧運算工程碩博士學位學程。專為醫學院學生或生物科

技領域學生設計的「智慧生醫學分學程」今年8月起開放成大

學生選讀。

教師聘任部分已由電機系、機械系、統計系與數學系等近20位

合聘師資組成運算技術核心團隊。

成大 建築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B%BA%E7%AF%89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B%BA%E7%AF%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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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宏攜成大 培育AI人才

記憶體⼤廠旺宏（2337）培育科技⼈才，捐助興建位於成⼤勝利校區的「成
功創新中⼼旺宏館」，昨（3）⽇舉⾏動⼟典禮，成⼤也將創設「敏求智慧運
算學院」，以「跨領域整合」的運作機制，培育⼈⼯智慧（AI）創新應⽤及
跨域⼈才。

旺宏董事⻑吳敏求表⽰，旺宏是全球半導體業第⼀個將AI概念放⼊半導體⽣
產的廠商，敏求智慧運算學院將結合前瞻運算科技與成⼤九⼤學院學術能
量，延攬世界級的師資授課，培育台灣科技產業創新發展所需⼈才。

吳敏求並宣布，再捐贈成⼤10億元，以每年1億元、連續10年，結合教育部的
10年發展，⽀持敏求智慧運算學院延攬國際傑出⼈才及學院運作，激勵教研
成果，帶動台灣科技產業發展。

成⼤校⻑蘇慧貞指出，敏求智慧運算學院將不設傳統系所，改以符合社會動
態需求的「學程」規劃設計，並爭取⺠間與企業資源投⼊，以達到靈活與多
元發展教學、研究與產業合作等⽬標，培育「雙專⻑」⼈才。

蘇慧貞表⽰，敏求智慧運算學院以應⽤導向為研究核⼼，搭配跨領域學程與
產學聯盟運作，緊密鏈結產學研三⽅資源，是國內第⼀個由企業贊助，且參
與規劃⽽成⽴的學院。

2020-06-03 20:45 經濟日報 記者簡永祥／台北報導

旺宏﹒半導體﹒記憶體

讚 0 分享 Y ⽤LINE傳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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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宏贈成大4.2億元 建創新中心
更新時間：2020-06-04 13:10:44

旺宏捐贈成大創新中心舉行動土典禮，位於成大勝利校區由成大傑出校友張清華建築師設計(旺宏電子提供)

【新唐人亞太台 2020 年 06 月 04 日訊】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去年8月捐贈成大創校以
來單次捐贈最大金額4.2億元興建「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 6月3日舉行動土典禮。
成大校長蘇慧貞宣布以「旺宏館」為基地，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該院將以「跨
領域整合」的全新運作機制，開啟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及跨域人才的培育。

吳敏求董事長在致詞時指出，旺宏電子每年將捐贈1億元、連續10年予成大，讓智慧運
算學院可以有充分經費積極招聘國際傑出人才到成大任教，激勵教研成果，帶動台灣科
技產業發展。智慧運算學院的成立，也希望能打破學術界的門戶之見，讓成大九大學院
都能因而受惠，回饋到不同的應用領域，這不僅是對成大，對未來科技產業創新發展意
義重大，對整個台灣也是很重要的事。同時也感謝教育部的支持及共同推動。

2020 年 6 月 4 日 星期四

https://www.ntdtv.com.tw/
https://www.ntdtv.com.tw/news
https://www.ntdtv.com.tw/news/%E8%97%9D%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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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宏電子2日召開董事會，通過每年將捐贈1億元、連續10年予成
大(旺宏電子提供)

教育部長潘文忠致詞表示，成大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率先啟動高教創新，教育部樂
於在未來招生名額上給支持。教育部也樂見在師資聘任上有創新做法，給予有貢獻者合
理、更優渥的待遇，才能羅網最頂尖師資，培育最優質人才。

成大副校長吳誠文為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籌備委員會副總召集人，他說，智慧運算學院的
課程內容會依各領域不同需求重新設計。以計算生物學為例，要讓電機系的學生有基本
的生物學素養，才好利用演算法或程式設計去做生物數據的分析。

旺宏電子捐贈成功大學興建創新中心並成立智慧演算中心(旺宏電
子提供)

2020 年 6 月 4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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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還將與產業緊密鏈結，規劃以新型態的產業聯盟方式運作，讓會員廠
商在學院的教學與研究都能參與。應能對企業帶來高價值，並拉近大學與社會的距離。

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工研院近期擬定「2030技術策略與藍圖」，以AI人工智慧為智
慧化共通技術之一，聚焦「智慧生活」、「健康樂活」、「永續環境」三大應用領域，
今天，成大智慧運算學院正式成立，工研院也很願意在跨領域人才、技術研發與產業化
合作上，與成大智慧運算學院持續合作。

旺宏電子 | 成功大學 | 敏求智慧演算學院 | 台南

2020 年 6 月 4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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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宏攜手成大　設立智慧運算學院培育AI人才
郭靜蓉  2020-06-03 

成功大學旺宏館3日舉行動土典禮。郭靜蓉攝

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捐贈成功大學創校以來單次捐贈最大金額新台幣4.2億元，興建「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

6月3日舉行動土典禮，成大將以旺宏館為基地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以跨領域整合的運作機制，開啟高校教

育人工智慧(AI)應用新格局。

吳敏求表示，智慧運算學院未來的目標主要有兩大面向，一是希望建立電腦架構(Computer Architecture)的能量，

台灣產業的發展比較偏向代工，較缺乏真正的先進處理器(Pioneer Processor)的開發；第二是期望成大能夠找到真

正的數學專家(mathematician)，藉此建立整系統。

30年前，旺宏是全球半導體業中，第一個將大數據概念導入半導體生產，對客戶的品質服務從PPM(百萬分之一)標

準升級至PPB(十億分之一)，系統最重要的是演算法(algorithm)，近年來很夯的AI概念，A指的不是artificial，而是

algorithm，algorithm所代表的意義就是mathematician，若能將algorithm和mathematician相互結合，智慧運

算學院一定能顯現出不一樣的特色。

旺宏電子2日召開董事會，通過每年將捐贈1億元、連續10年予成大，比照教育部推動的計畫，讓智慧運算學院可以

有充分經費積極招聘國際傑出人才到成大任教，激勵教研成果，帶動台灣科技產業發展。吳敏求也希望藉由智慧運

算學院的成立，能夠讓成大九大學院都能受惠回饋到不同的應用領域，也是對整個台灣發展很重要的事情。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表示，敏求智慧運算學院以培育運算專長與領域專業雙專長人才為目標；成大副校長、同時也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search.asp?keyword=%B3%A2%C0R%BBT
mailto:?subject=DIGITIMES%20%E6%99%BA%E6%85%A7%E6%87%89%E7%94%A8%20-%20%E6%97%BA%E5%AE%8F%E6%94%9C%E6%89%8B%E6%88%90%E5%A4%A7%E3%80%80%E8%A8%AD%E7%AB%8B%E6%99%BA%E6%85%A7%E9%81%8B%E7%AE%97%E5%AD%B8%E9%99%A2%E5%9F%B9%E8%82%B2AI%E4%BA%BA%E6%89%8D&body=DIGITIMES%20%E6%99%BA%E6%85%A7%E6%87%89%E7%94%A8%0d%0a%E6%96%87%E7%AB%A0%E9%80%A3%E7%B5%90%EF%BC%9Ahttps%3A%2F%2Fwww%2Edigitimes%2Ecom%2Etw%2Fiot%2Farticle%2Easp%3Fcat%3D158%26id%3D0000586382%5FR894559P7BDL3H39WASZ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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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籌備委員會副總召集人吳誠文則指出，智慧運算學院的課程內容會依各領域不同需求重新設

計。

以計算生物學為例，要讓電機系的學生有基本的生物學素養，才好利用演算法或程式設計去做生物數據的分析。醫

學院的學生要有基本的程式設計與機器學習概念，才能夠妥善運用人工智慧方法與工具，協助做醫學資訊的分析。

透過跨領域課程的設計，讓學生建立彼此可以互相溝通合作的基本素養。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預計109學年度招生，不設系所，改以學分學程、學位學程教學，並依重點發展目標設跨領域研

究中心。學分學程強調以運算為核心的基礎學科課程，並搭配不同專業基礎與應用課程；學位學程則是以跨領域碩

博士學位為核心，兼顧科學知識、運算技術與系統整合的能力。

目前該學院正在規劃大學部不分系智慧運算學分學程及AI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智慧生醫碩博士學位學程、智慧運

算工程碩博士學位學程，以及專為醫學院學生或生物科技領域學生設計的智慧生醫學分學程等。

成功大學表示，該學院在教師聘任上也有創新作法，除了搭配自籌資金提供包含薪資等具競爭力的獎勵措施，以延

攬國內外知名人士外，更將以校內法人的概念推動校內教師的合聘，目前已由電機系、機械系、統計系與數學系等

近20位合聘師資組成運算技術核心團隊。

此外，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還將與產業界緊密鏈結，規劃以新型態的產業聯盟方式運作，讓會員廠商能夠參與學院的

教學與研究，藉此讓雙專長人才具備扎實的實務訓練，對企業帶來高價值，並拉近大學與社會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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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宏攜手成大培育AI人才，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2020/06/04 07:57

MoneyDJ新聞 2020-06-04 07:57:26 記者 新聞中心 報導

旺宏(2337)董

事長吳敏求去年

8月捐贈成大創

校以來單次捐贈

最大金額4.2億

元興建「成功創

新中心－旺宏

館」，於昨(3)

日舉行動土典

禮。而成大校長

蘇慧貞也宣布以

「旺宏館」為基地，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該院將以「跨領域整合」的全新

運作機制，開啟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及跨域人才培育的全新篇章。吳敏求更宣布旺宏

將另捐贈成大10億元，以每年1億、連續10年的方式，支持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積極

延攬國際傑出人才及學院運作，以發揮全球影響力。

吳敏求在致詞時指出，旺宏已於董事會中，通過每年將捐贈1億元、連續10年予成

大，讓智慧運算學院可以有充分經費積極招聘國際傑出人才到成大任教，激勵教研

成果，帶動台灣科技產業發展，智慧運算學院的成立，也希望能打破學術界的門戶

之見，讓成大九大學院都能因而受惠回饋到不同的應用領域，這不僅是對成大，對

未來科技產業創新發展意義重大，對整個台灣也是很重要的事。

吳敏求表示，智慧運算學院未來的目標主要有兩大面向：第一是希望建立computer

architecture(電腦系統結構)的能量，台灣產業的發展比較偏向代工，較缺乏真正

的pioneer processing(先進的處理流程)；第二是期望成大找到真正的

mathematician(數學專家)，30年前，旺宏是全球半導體業中，第一個將Big

Data大數據概念導入半導體生產，對客戶的品質服務從PPM(百萬分之一)標準升級

至PPB(十億分之一)，運算學院很重要的部份即是mathematician，因為系統最重

要的是algorithm(演算法)，若能將algorithm和mathematician相互結合，智慧

運算學院一定能顯現出不一樣的特色。

蘇慧貞則表示，成大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是一個大平台，由各領域共有、共享，期望

帶來共榮的大未來。在這個平台上，成功大學願意承諾與宣誓，貢獻給這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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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及全世界，嶄新跨域的優秀人才。「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預計109學年度招生，

不設系所，改以學分學程、學位學程靈活教學，並依重點發展目標設跨領域研究中

心。目前正規劃大學部不分系智慧運算學分學程及AI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智慧生

醫碩博士學位學程、智慧運算工程碩博士學位學程。專為醫學院學生或生物科技領

域學生設計的「智慧生醫學分學程」109年8月起開放成大學生選讀。

成大副校長吳誠文為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籌備委員會副總召集人，他說，人工智慧可

以廣泛與不同學門領域結合，能與各項知識、技術相連結，快速應用到各領域。智

慧運算學院的課程內容會依各領域不同需求重新設計。以計算生物學為例，要讓電

機系的學生有基本的生物學素養，才好利用演算法或程式設計去做生物數據的分

析；醫學院的學生要有基本的程式設計與機器學習概念，才能夠妥善運用人工智慧

方法與工具，協助做醫學資訊的分析，透過跨領域課程的設計，要讓學生建立彼此

可以互相溝通合作的基本素養。

成大進一步指出，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還將與產業緊密鏈結，規劃以新型態的產業聯

盟方式運作，讓會員廠商在學院的教學與研究都能參與。如此一來，雙專長人才也

具備扎實的實務訓練，對企業帶來高價值，並拉近大學與社會的距離，也呼應教育

部鼓勵大學創新與發展特色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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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旺宏大手筆捐贈10億元

鉅亨網記者林薏茹 台北 2020/06/03 21:57

旺宏董事長吳敏求捐贈成大4.2億元，興建「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圖：旺宏提供)

記憶體廠旺宏  ( 2337-TW ) 董事長吳敏求捐贈成大  4.2 億元，興建「成功創新中心－旺宏

館」，今  (3) 日舉行動土典禮，成大並將以「旺宏館」為基地，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

院」，旺宏並另外捐贈成大 10 億元，以每年 1 億、連續 10 年的方式，支持該學院積極延

攬國際傑出人才及學院運作。

吳敏求去年  8 月捐贈成大創校以來單次捐贈最大金額  4.2 億元，興建「成功創新中心－旺

宏館」，成大校長蘇慧貞今日並宣布以「旺宏館」為基地，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該

院將以跨領域整合的全新運作機制，開啟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及跨域人才培育全新篇章。

吳敏求並再次打破捐贈紀錄，宣布旺宏董事會昨 (2) 日通過將另捐贈成大 10 億元，以每年

1 億、連續 10 年方式，支持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積極延攬國際傑出人才，及學院運作，以發

揮全球影響力。

吳敏求致詞時指出，未來智慧運算學院可有充分經費，積極招聘國際傑出人才到成大任教，

激勵教研成果，帶動台灣科技產業發展，智慧運算學院的成立，也盼能打破學術界門戶之

見，讓成大九大學院都能受惠回饋到不同的應用領域，這對成大、台灣及未來科技產業創新

發展，都意義重大。 

吳敏求表示，智慧運算學院未來目標主要有兩大面向，第一是希望建立電腦架構能量，台灣

產業發展較偏向代工，較缺乏真正的先進處理器開發；第二是盼成大找到真正的數學專家，

30 年前，旺宏是全球半導體業中，第一個將  Big Data 大數據概念導入半導體生產，若能

將演算法和數學專家相互結合，智慧運算學院定能顯現不一樣的特色。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預計在  109 學年度招生，不設系所，以學分學程、學位學程靈活教

學，並依重點發展目標設跨領域研究中心。學分學程強調以運算為核心的基礎學科課程，並

搭配不同專業基礎與應用課程。學位學程以跨領域碩博士學位為核心，兼顧科學知識、運算

技術與系統整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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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學院在教師聘任上也有創新作法，除搭配自籌資金提供包含薪資等具競爭力的獎勵措施，

以延攬國內外知名人士外，更將以校內法人的概念，推動校內教師合聘，目前已由電機系、

機械系、統計系與數學系等近 20 位合聘師資，組成堅強運算技術核心團隊。 

「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位於成大勝利校區，是結合運算科學、人工智能、數據科學及相

關領域跨學科的學院，並以培育運算專長與領域專業「雙專長」人才為目標，提供跨領域教

師進駐，探討研究未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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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成大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培育AI跨域人才

2020-06-03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潘文忠 成大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蘇慧貞

成大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培育AI跨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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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將以應用為導向，不設傳統系所，改以學程規劃設計，培
育雙專長人才，預計109學年度開始招生。
 
配合成大創新中心—旺宏館動土，成大校長蘇慧貞也宣佈，將以旺宏館為基地，創設敏
求智慧運算學院，該院將以跨領域整合的全新運作機制，開啟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及跨域
人才培育新頁。
 
成大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是國內第一個企業贊助而成立的學院，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這
是教育部鼓勵大學善用社會資源的典範，未來教育部也會在招生名額上，給予學校支
持。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預計在109學年度招生，改以學分學程、學位學程靈活教學，目前校
方也正規劃大學部不分系智慧運算學分學程及AI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智慧生醫碩博士
學位學程、智慧運算工程碩博士學位學程，還有專為醫學院學生或生物科技領域學生設
計的「智慧生醫學分學程」。



2020/6/4 成大創新中心旺宏館 動土迎新頁 | 熱門亮點 | 商情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4610464 1/3

成大創新中心旺宏館 動土迎新頁

旺宏電⼦在今年三⽉董事會中，通過捐贈成功⼤學興建「成功創新中⼼─旺宏
館」，⼯程耗資4.2億元，預計兩年完⼯，3⽇舉⾏動⼟典禮上，捐贈⼈吳敏
求以貴賓⾝分出席，教育部⻑潘⽂忠、台南副市⻑許育典也⼀同出席，⾒證
此欣喜時刻。

台南市副市⻑許育典表⽰，成⼤是台灣頂尖⼤學，在校⻑蘇慧貞帶領下，積
極邁向創新跨域領域發展，把創新的精神，融⼊在九⼤學院中，⽽旺宏電⼦
是全球⾮揮發性記憶體領導廠商，台南要成為科技新基地，旺宏館動⼟意義

2020-06-03 16:14 經濟日報 張傑

成功創新中⼼─旺宏館3⽇舉⾏動⼟典禮，成⼤校⻑蘇慧貞（右三起）、旺宏電⼦董事⻑吳敏求、教育部

⻑潘⽂宗、台南市副市⻑許育典及多位貴賓⼀同出席。 張傑/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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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成⼤與台南市共榮發展，⼤學社會責任也在城市中實踐，相信未來的
成⼤會更好，台南市也將是古都、智慧科技相結合，令⼈驕傲的城市。

位於成⼤勝利校區「成功創新中⼼─旺宏館」，由成⼤傑出校友張清華建築師
設計，主要為4個樓層的創新建築，４樓設置「敏求智慧運算學院（Miin Wu

School of Computing）」，是⼀個結合運算科學、⼈⼯智能、數據科學及相
關領域跨學科的學院，並以培育運算專⻑與領域專業「雙專⻑」⼈才為⽬
標。

「成功創新中⼼─旺宏館」的創新、跨域概念，在雙重傑出校友合作下，象徵
成功⼤學在⼈⽂素養及教育典範上，建構出新⾥程，也為國內⾼教體系寫下
新篇章。

成功創新中⼼─旺宏館3⽇舉⾏動⼟典禮。 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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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副校⻑暨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籌備委員會副總召集⼈吳誠⽂指出，智慧運
算學院的課程內容，會依各領域不同需求重新設計，「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預計109學年成⽴，不設系所，改以學分學程、學位學程靈活教學，並依重點
發展⽬標設跨領域研究中⼼，學分學程強調以運算為核⼼的基礎學科課程，
並搭配不同專業基礎與應⽤課程。

⽬前正規劃⼤學部不分系智慧運算學分學程及AI機器⼈碩⼠學位學程、智慧
⽣醫碩博⼠學位學程、智慧運算⼯程碩博⼠學位學程。專為醫學院學⽣或⽣
物科技領域學⽣設計的「智慧⽣醫學分學程」109年8⽉起開放成⼤學⽣選
讀。

該學院教師聘任上也有創新作法，除搭配⾃籌資⾦提供包含薪資等具競爭⼒
的獎勵措施以延攬國內外知名⼈⼠外，更將以校內法⼈的概念推動校內教師
之合聘，⽬前已由電機系、機械系、統計系與數學系等近20位合聘師資組成
堅強運算技術核⼼團隊。

旺宏﹒科技﹒跨域﹒教育部﹒競爭力﹒AI﹒創新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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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創紀錄！成大旺宏館動土 吳敏求再捐10億
記者 陳聖璋 / 台南報導-2020-06-03 20:11:08

▲成功大學「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今（3）日舉行動土典禮。（圖／
成功大學提供）

成功大學「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今（3）日舉
行動土典禮，捐贈人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以貴賓身

分出席，旺宏館係吳敏求去（108）年8月捐贈成大
4.2億元興建，也是成大創校以來單次捐贈最大金
額。

成大校長蘇慧貞當日宣布，以「旺宏館」為基地，創

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該院將以「跨領域整合」

的全新運作機制，開啟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及跨域人才

培育的全新篇章。

▲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宣布，再另捐贈10億。（圖／成功大學提
供）

吳敏求更宣布，旺宏電子將另捐贈成大10億元，以每
年1億、連續10年的方式，支持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積極延攬國際傑出人才及學院運作，以發揮全球影響

力，此舉再次打破成大捐贈紀錄。

「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位於成大勝利校區，由成
大傑出校友張清華建築師設計，為4個樓層的創新建
築。4樓設置「敏求智慧運算學院」，係結合運算科
學、人工智能、數據科學及相關領域跨學科的學院，

並以培育運算專長與領域專業「雙專長」人才為目

標。

蘇慧貞表示，面對後疫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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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頻繁的年代，從旺宏電子、吳敏求學長的成長史、

奮鬥史學習到，只有追求創新、嶄新的文化，並且努

力、堅持和不斷跨域的人，才能擁抱改變，從中蛻

變，並永續成長。

成大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是一個大平台，由各領域共

有、共享，期望帶來共榮的大未來，在這個平台上，

成大願意承諾與宣誓，貢獻給這個社會、國家以及全

世界，生生不息、嶄新跨域的優秀人才。

吳敏求指出，旺宏是全球半導體業中，第一個將Big
Data大數據概念導入半導體生產的廠商，品質世界第
一。成大智慧運算學院結合前瞻運算科技與成大9大
學院跨領域的學術能量，對未來科技產業創新發展意

義重大。

旺宏電子決定將持續10年，每年捐贈1億元予成大，
讓智慧運算學院可以有充分經費，積極招聘國際傑出

人才，激勵教研成果，帶動台灣科技產業發展。吳敏

求說，期許成大未來能夠延攬世界級頂尖人才，將現

有9大學院與智慧運算學院完美結合，不管對於台灣
或全世界應用領域都將產生卓越貢獻。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預計109學年度招生，不設系
所，改以學分學程、學位學程靈活教學，並依重點發

展目標設跨領域研究中心。慧生醫學分學程」109年8
月起開放成大學生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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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成大旺宏館開工 創智慧運算學院開啟高教AI培育
時報資訊 沈培華08:01 2020/06/04

旺宏(2337)董事長吳敏求去年8月捐贈成大創校以來單次捐贈最大金額4.2億元興建「成功創

新中心－旺宏館」， 6月3日舉行動土典禮，吳敏求以貴賓身分出席。同日，成大校長蘇慧貞

宣布以「旺宏館」為基地，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該院將以「跨領域整合」的全新運

作機制，開啟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及跨域人才培育新格局。

吳敏求再次打破捐贈紀錄，宣布旺宏電子將另捐贈成大10億元，以每年1億元、連續10年的

方式，支持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積極延攬國際傑出人才及學院運作，以發揮全球影響力。

吳敏求在致詞時指出，智慧運算學院可以有充分經費積極招聘國際傑出人才到成大任教，激

勵教研成果，帶動台灣科技產業發展，智慧運算學院的成立，也希望能打破學術界的門戶之

見，讓成大九大學院都能因而受惠回饋到不同的應用領域，這不僅是對成大，對未來科技產

業創新發展意義重大，對整個台灣也是很重要的事。

吳敏求表示，智慧運算學院未來的目標主要有兩大面向：第一是希望建立computer

architecture(電腦系統結構)的能量，台灣產業的發展比較偏向代工，較缺乏真正的pioneer

processing(先進的處理流程)；第二是期望成大找到真正的mathematician(數學專家)；運算

學院很重要的部份即是mathematician，因為系統最重要的是algorithm(演算法)，近年來很

夯的AI概念，A指的不是Artificial，而是algorithm，algorithm所代表的意義就是

mathematician，若能將algorithm和mathematician相互結合，智慧運算學院一定能顯現出

不一樣的特色。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預計109學年度招生，不設系所，改以學分學程、學位學程靈活教學，

並依重點發展目標設跨領域研究中心。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還將與產業緊密鏈結，規劃以新型

態的產業聯盟方式運作，讓會員廠商在學院的教學與研究都能參與。

(時報資訊)

#系統 #旺宏 #全新 #相互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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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態水循環技術 成大攜李長榮建養蝦示範平台

成功⼤學⽣物科技中⼼陳俊延研究員與東海⼤學⼯學院院⻑張嘉修，共同指
導的「 The CEOs」團隊，以創新微藻⽔處理技術，拿下 2019 科技部
FITI「創業傑出獎」，⽇前團隊在成功⼤學USR農牧共好與農綠共⽣計畫，
及財團法⼈台灣糖業協會⽀持下，在屏東「李⻑榮實業太陽能場域」進⾏草
蝦培育試驗，將有機會協助提升國內太陽能產業⾼值化應⽤。

太陽能⼀直是國內能源轉型的重要選項之⼀，由於台灣內需市場太⼩，再加
上近年來國際太陽能光電產品競爭激烈，使得相關產業淨利率⼤幅下降，導
致太陽能光電產業在申請銀⾏融資貸款不易，無法有效帶動台灣太陽能光電
產業發展以及業者投資意願。

2020-06-04 11:44 經濟日報 張傑

讚 3 分享 Y ⽤LINE傳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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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勵全⺠參與太陽能相關產業及提升太陽能相關產業的投資報酬率，
政府各機關針對農漁牧業積極推動『農電共⽣』或『⿂電共⽣』等相關補助
輔導政策。

其中在推動『⿂電共⽣』的計畫中，⽔產養殖業者在測試過程中，反應太陽
能光電板在養殖期間，雖然太陽能光電板可以有效阻隔⼤量⾬⽔和污染物的

成功⼤學⽣物科技中⼼陳俊延研究員(右五)與The CEOs團隊，與台灣糖業協會董事⻑曹啟鴻(左四)⼀同

合影。 The CEOs團隊/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0/06/04/99/7981038.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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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但是遮光效應，導致光合⽣物無法⾏光合作⽤，進⽽影響蝦⼦餌料來
源以及⽔體中氨氮移除效率。

在⿂貨收成後，養殖業主通常會將⿂塭池底曝曬殺菌，太陽能光電板會造成
曬池時間拉⻑。種種發展瓶頸導致⽬前養殖漁業使⽤太陽能光電板普及率及
評價，仍有進步空間。

東海⼤學⼯學院院⻑張嘉修表⽰，微藻研發團隊所研發的新型態⽔循環處理
技術，不僅可快速將⽔體中累積的氨氮快速移除，更可以在低光照下，同時
⽣產必須添加微⽣物及餌料⽣物，進⽽使整個操作系統，在⻑達4個⽉的操作
期間，完全不需要換⽔，重點是可以直接在太陽能光電板下進⾏養殖。

微藻研發團隊所研發的新型態⽔循環處理技術，完全不需要換⽔，可直接在太陽能光電板下進⾏養殖。

The CEO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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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技術主要是因為結合創新微⽣物與⽔循環系統，會將⽔體中氨氮及沒吃完
的飼料進⾏分解和處理，這些被利⽤的氨氮，進⽽成為微⽣物的營養源，轉
換成微藻或功能性微⽣物，由於微藻及功能性微⽣物本⾝，除了富含⼤量的
營養物質外，更可以改善蝦⼦的腸道功能，對抑制病菌的能⼒具有⾮常顯著
幫助，因此極具潛⼒開發成⽔產養殖，並應⽤於太陽能相關產業等⾼值化應
⽤。

此外，該技術在操作上相當簡易，設備的使⽤壽命⻑，也不需投資其他昂貴
的⽔處理設備，利於被⽔產養殖業廣泛應⽤，對於⼤學社會責任、友善鄰⾥
及太陽能產業形象具有極⼤正⾯幫助。

微藻研發團隊所研發的新型態⽔循環處理技術，完全不需要換⽔，可直接在太陽能光電板下進⾏養殖。

The CEO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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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該技術在屏東「李⻑榮實業太陽能場域」進⾏草蝦培育試驗，建⽴養蝦
⽰範平台，該技術也獲得屏東當地業者在測試前期，即共同出資進⾏草蝦養
殖，未來希望其他相關業者看到成效後，能夠讓更多⼈⼀起參與。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0/06/04/99/7980762.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2020/6/4 新型態水循環技術 成大攜李長榮建養蝦示範平台 | 熱門亮點 | 商情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4612258 6/6

由於該技術是在太陽能光電板下進⾏養殖，南台灣5⽉底的這波⼤豪⾬，對草
蝦養殖的損傷⾮常低，更將『⿂電共⽣』的經濟效益發展⾄最⼤化，除了能
夠幫助台灣在能源政策多⼀個選項外，更可以幫忙地主以及養殖業者，創造
⼟地更⼤的附加價值。

台灣糖業協會董事⻑曹啟鴻指出，利⽤微⽣物⽔循環科技養殖在成功⼤學實
驗室已經測試完成，現在到李⻑榮實業太陽能場域實場做試驗，這個才真正
能夠擴⼤規模，讓我最敬佩的是循環⽤⽔的技術，因為台灣的⽔資源實在太
寶貴，我們不應該浪費，不但⽔可以循環再利⽤，空間也可以多層次利⽤，
⽬前測試結果證明太陽光電板底下，應當還可以再利⽤，不只是發電⽽已，
還可以挪作農糧使⽤，這對於台灣⼟地狹⼩，如何善加利⽤，意義重⼤。

成功⼤學⽣物科技中⼼陳俊延研究員指出，成功⼤學正與國內⼤型AIOT相關
系統業者進⾏討論合作，預期將進⼀步導⼊全⽅位智能⽔處理監控、影像以
及判讀系統，⼤幅提升⽔處理效能及穩定⽣物處理階段的效率，並進⼀步降
低系統操作成本，及提升⽔產養殖物種的存活率，加速⽔產養殖業的轉型，
更可協助國內綠能產業，邁向兼顧新農業以及綠能新⾥程碑。

由於微藻及功能性微⽣物本⾝，除了富含⼤量的營養物質外，更可以改善蝦⼦的腸道功能，對抑制病菌的

能⼒具有⾮常顯著幫助。 The CEO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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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跳島」串連大醫院 搶救偏區病患

台南醫院新化分院肩負跳島策略計畫的重任。 � �（記者吳俊鋒翻攝）

2020-06-04 05:30:00

〔記者吳俊鋒／新化報導〕東台南山區因位處偏遠，特殊傷病患若要直接載

至市區的醫學中心，路程較長，動輒四十五分鐘以上，恐不利急救。市府推

出「跳島策略計畫」，建立一套安全、迅速的轉送系統，由就近的衛生福利

部台南醫院新化分院擔任中繼點，先做必要的緊急處置，再轉往成大醫院，

有效提升存活率。

30分鐘內後送大醫院

市府針對東台南山區的左鎮、玉井、楠西、南化與新化等地，由消防、衛生

等單位結合兩大醫院成大、奇美，共同召開會議，正式啟動「特殊傷病患跳

島策略計畫」。新化分院長張耀仁表示，該計畫主要是讓偏區的重大外傷患

者，能夠在事故卅分鐘內迅速得到醫療支援，並以最短的時間，安全轉送醫

學中心。

未來在消防局緊急救護技術員於事故現場完成評估後，若判斷重大外傷及轉

送時間過長的偏遠患者，都可啟動跳島策略；將同步通報新化分院與成大醫

院展開相關作業。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6/04/11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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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中繼站角色的新化分院接獲通報後，聯絡各科做好準備，傷病患送達

後，在擔架上先進行緊急處理，包含輸血、插管，或者點滴補充等延續生命

的相關治療，再原車轉往成大，爭取成功搶救的機會。

中繼站醫院先緊急處理

特殊傷病患跳島策略計畫是由目前支援在新化分院急診室的成大醫師邱柏惟

提出，專業評估下認為可行，會議之後，隨即實地演練，讓相關單位人員清

楚了解必要的處置與流程。成大急診部主任林志豪指出，利用新化分院位置

樞紐的特性，加上醫學中心專科醫師進駐，將急診處置與到院前救護緊密結

合，再由消防局原救護車轉送，搶下院際間轉診所需等待的時間。

跳島策略提升重病存活率

張耀仁提到，分院急診統計，前四年到院前死亡人數共四百九十二位，其中

心跳停止經急救復甦有九十六人，跳島策略計畫實施後，可降低重大外傷的

到院後死亡率，提升急重症患者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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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啟動「跳島策略」 幫偏遠山區傷患搶時

間

2020-06-03 18:45

   

台南醫院新化分院肩負跳島策略計畫的重任。（記者吳俊鋒翻攝）

［記者吳俊鋒／台南報導］台南偏遠山區病患若要到醫學中心救治，

時間動輒需要45分鐘以上，甚至超過1小時的車程，台南市政府執行

「跳島策略計畫」，以就近的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新化分院為中繼

點，先進行緊急處置，再原車轉往成大醫院，透過建立安全、迅速的

轉送系統，提升存活率。

部立台南醫院新化分院是中繼站

這項「特殊傷病患跳島策略計畫」目前是針對東台南山區的左鎮、玉

井、楠西、南化與新化等地，由市政府消防、衛生等單位結合2大醫

院，共同推動。

未來在消防局緊急救護技術員於事故現場完成評估後，若判斷重大外

傷，以及轉送時間過長的偏遠患者，都可啟動跳島策略；將同步通報

新化分院與成大醫院展開相關作業。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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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中繼站角色的新化分院，接獲通報後，聯絡各科做好準備，傷病

患送達後，在擔架上先進行緊急處理，包含輸血、插管，或者點滴補

充等延續生命的相關治療，再原車轉往成大，爭取成功搶救的機會。

新化分院長張耀仁表示，該計畫主要是讓偏區的重大外傷患者，能夠

在事故30分鐘內迅速得到醫療支援，並以最短的時間，安全轉送醫

學中心。

張耀仁提到，分院急診統計，前4年到院前死亡人數共492位，其中

心跳停止經急救復甦有96人，跳島策略計畫實施後，可降低重大外

傷的院後死亡率，提升急重症患者的存活率。

特殊傷病患跳島策略計畫是由目前支援在新化分院急診室的成大醫師

邱柏惟提出，專業評估下認為可行，並實地演練，讓相關單位人員清

楚了解必要的處置與流程。

成大急診部主任林志豪指出，利用新化分院位置樞紐的特性，加上醫

學中心專科醫師進駐，將急診處置與到院前救護緊密結合，再由消防

局救護原車轉送，搶下院際間轉診所需等待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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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島演練 重大傷患30分送醫
2020-06-04

市府消防局、台南醫院新化分院、成大醫院合作執行「特殊傷病患跳島

策略計畫」。（新化分院提供）

 記者黃文記／新化報導

 東台南五個偏遠行政區醫療資源不足，市府消防局、衛生局日前聯合

在衛福部台南醫院新化分院進行「特殊傷病患跳島策略計畫」演練，希

望建立一套安全且迅速的創傷患者轉送系統，使醫療資源不足地區的重

大外傷患者能夠在事故三十分鐘內迅速得到醫療支援，並以最短的時間

安全轉送醫學中心。

 新化分院表示，這項計畫由目前在新化分院急診室支援的成大醫院醫

師邱柏惟提出，在消防局緊急救護技術員於事故現場完成評估後，若判

斷屬於重大外傷及轉送時間過長的偏遠患者皆可啟動跳島策略，並由消

防局救指中心同步通報成大醫院及新化分院。

 新化分院位處台二十線及國道八號的交界處，是台南地區醫療輸送網

絡的重要樞紐，其服務的地域範圍廣闊，包含新化、玉井、左鎮、楠

西、南化等五個東台南偏鄉，還包括山上、龍崎、關廟等區。成大醫院

急診部主任林志豪表示，特殊傷患跳島計畫主要是利用新化分院位置樞

紐的特性，加上醫學中心專科醫師進駐該院，將急診處置與到院前救護

緊密結合，再由消防局救護車原車轉送成大醫院，搶下院際間轉診所需

等待時間。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8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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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新化分院急診品質提升，深得消防隊信任。消防局長李明峰對計

畫執行相當肯定，表示針對急重症接駁送醫，結合醫護人員爭取時效送

至醫學中心救治，及時挽回許多寶貴生命，消防局會全力配合執行。

 新化分院長張耀仁表示，該院統計近四年來到院前死亡人數共四百九

十二人，平均每年一百二十三人；其中，心跳停止經急救復甦人數共九

十六人，近二年來重大外傷案件共三十九件。新化分院現在加入「特殊

傷病患跳島策略計畫」，更可降低重大外傷的院後死亡率，提升急重症

患者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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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啟動「跳島」計畫，山區急重症患者以台南醫院新化分院為中轉站，緊急處置後原車

轉送成大醫院，提高病患存活率。（台南醫院新化分院提供／莊曜聰台南傳真）

偏遠病患救命跟時間賽跑　台南啟動「跳島」計畫
中時 莊曜聰20:20 2020/06/03

台南市啟動「跳島」計畫，山區急重症患者以台南醫院新化分院為中轉站，緊急處置後原車

轉送成大醫院，提高病患存活率。（台南醫院新化分院提供／莊曜聰台南傳真）

山區醫療資源不足，若有重症或重傷病患須至醫學中心救治，車程少說得花上40分鐘，在偏

遠地區更得超過1個小時，台南市政府啟動「跳島策略計畫」，將新化、左鎮、玉井、楠西、

南化納入同區塊，以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新化分院為中轉站，進行緊急處置後，再原車轉送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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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掌握治療黃金時間，提高病患存活率。

這項計畫由南市府消防局、衛生局結合台南醫院新化分院、成大醫院共同推動，日後由消防

局緊急救護技術員在現場評估，若屬重大外傷或轉送時間過長的偏遠患者，就能同步通報2家

院所，立刻啟動跳島策略。

新化分院在接獲通報後，就會聯絡相關單位做好準備，等傷病患送達後，在擔架上進行緊急

處理，包括輸血、插管，或者點滴補充等延續生命的治療方式，再原車轉往成大，爭取搶救

患者生命的機會。

新化分院長張耀仁指出，根據該院急診統計，前4年到院前死亡人數共492位，其中心跳停止

經急救復甦有96人，這計畫若順利執行，能讓偏區的重大外傷患者，在救援到場後30分鐘內

迅速得到醫療支援，並以最短的時間安全轉送至醫學中心，也提升急重症患者存活率。

特殊傷病患跳島策略計畫是由目前支援新化分院急診室的成大醫師邱柏惟提出，成大急診部

主任林志豪指出，利用新化分院位置樞紐的特性，加上醫學中心專科醫師進駐，將急診處置

與到院前救護緊密結合，再由消防局救護原車轉送，省下轉診時耗費時間，救命機率更高。

(中時 )

#新化 #新化分院 #分院 #計畫 #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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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局、成大醫院與臺南醫院新化分院聯手守護東台南 合作執行「特殊傷病患跳島策
略計畫」

 2020.06.03　　 目擊新聞

偏遠山區醫療資源不足，市府消防局今天邀請衛生局共同在衛福部臺南醫院新化

分院進行「特殊傷病患跳島策略計畫」，目的在建立一套安全且迅速的創傷患者轉

送系統，使醫療資源不足地區的重大外傷患者能夠在事故30分鐘內迅速得到醫療支
援，並以最短的時間安全轉送醫學中心。

「特殊傷病患跳島策略計畫」是由目前支援在新化分院急診室的成大醫院醫師邱

柏惟提出，消防局緊急救護技術員在事故現場完成評估後，如果判斷屬於重大外傷

及轉送時間過長的偏遠患者都可以啟動跳島策略，並由消防局救指中心同步通報成

大醫院及新化分院。成大醫院急診部主任林志豪表示，主要是利用新化分院位置樞

紐的特性，加上醫學中心專科醫師進駐新化分院，將急診處置與到院前救護緊密結

合，再由消防局救護車原車轉送成大醫院，搶下院際間轉診所需等待時間。

(/Upload/News_63726801706135401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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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4 消防局、成大醫院與臺南醫院新化分院聯手守護東台南 合作執行「特殊傷病患跳島策略計畫」-社會-HiNet生活誌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925068 1/2

消防局、成大醫院與臺南醫院新化分院聯手守護東台南 合
作執行「特殊傷病患跳島策略計畫」

【勁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偏遠山區(東臺南五區:新化、左鎮、玉井、楠西、南化

區)醫療資源不足，6月2日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特邀請衛生局共同於衛福部臺南醫院新化

分院進行「特殊傷病患跳島策略計畫」，目的在建立一套安全且迅速的創傷患者轉送

系統，使醫療資源不足地區的重大外傷患者能夠在事故30分鐘內迅速得到醫療支援，

並以最短的時間安全轉送醫學中心。

「特殊傷病患跳島策略計畫」是由目前支援在新化分院急診室的成大醫院邱柏惟醫師

提出，在消防局緊急救護技術員於事故現場完成評估後，若判斷屬於重大外傷及轉送

時間過長之偏遠患者皆可啟動跳島策略，並由消防局救指中心同步通報成大醫院以及

新化分院。今日會議由消防局救護科科長謝榮仁主持，衛生局科長陳明旭及消防局醫

療指導醫師也共同與會，參加人員包括各消防局二、四、五救災救護大隊暨所屬分隊

共45人，會後並立即於新化分院急診室實地演練，以清楚暸解該計畫的處置及流程。

新化分院位處台20以及國道8號的交界處，是台南地區醫療輸送網絡的重要樞紐，其服

務的地域範圍廣闊，除了新化，往北包含山上、玉井、左鎮、楠西等，甚至更北邊的

大埔以及南化區都是消防隊運送的範圍，而往南則有龍崎、關廟等區。成大醫院急診

部主任林志豪表示，主要是利用新化分院位置樞紐的特性，加上醫學中心專科醫師進

駐該院，將急診處置與到院前救護緊密結合，再由消防局救護車原車轉送成大醫院，

搶下院際間轉診所需等待時間。

勁報 2020/06/03 21:04(11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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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新化分院急診品質提升，深得消防隊信任，119救護送入量從104年平均每月155

人次成長至108年平均每月250人次，成長43.23%，就診民眾滿意度達98.7%。消防局

局長李明峯對計畫執行相當肯定，表示針對急重症接駁送醫，結合醫護人員爭取時效

送至醫學中心救治，及時挽回許多寶貴生命，該計畫是很有意義，消防局會全力配

合，也感謝新化分院可以提昇效能，嘉惠偏遠地區民眾。

新化分院張耀仁分院長表示，臺南醫院新化分院急診統計105-108年到院前死亡人數

共492人，平均123人/年，其中心跳停止經急救復甦人數共96人，近二年來重大外傷

案件共39件。新化分院通過「緊急醫療能力分級評定之急診章節達中度級標準」，現

在加入「特殊傷病患跳島策略計畫」，更可降低重大外傷之院後死亡率，提升急重症

患者的存活率，讓分院、消防局及民眾達到三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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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青年團體日前呼籲教育部儘快讓港生回台就學。(資料照／陳國維攝)

教育部長潘文忠今天(3日)南下到國立成功大學出席活動，他表示，今
年申請來台讀書的香港學生，比去年大幅成長6成，教育部將評估是否
提升各大學的外加名額，讓這些港生都能如願以償到台灣求學。

從去年的反送中，到最近的「港版國安法」表決通過，大大促進香港
學生來台就學的意願。教育部長潘文忠指出，香港因政治等因素，讓
今年申請來台的港生，整整比去年多出6成，教育部將會評估各大學實
際的招生需求，視情況提升外加名額比率。

潘文忠：『(原音)評估是否把原來的1%，來做一些更多的提升，支持
各大學能夠來招生，也能夠支持願意到台灣來繼續求學的這些學生，
能夠讓他們如願以償。』

時間：2020-06-03 18:50 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陳國維

港生申請來台增6成 教長：將評估提升外加名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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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3日也召開跨部會會議，討論境外生分批返台時程。潘文忠在台
南參加成大旺宏館開工儀式時表示，全台境外生有13萬人，現在很多
國家仍處在疫情高峰，所以仍須戰戰兢兢、步步為營，教育部在5月初
已請各大學做好境外生後續回台的準備。

他強調，境外生想回台灣讀書的聲音，教育部聽到了，政府會在「邊
境風險嚴管、國內鬆綁」的原則下，以防疫優先，審慎評估返台措
施。

潘文忠原訂3日下午4時半，要返回台北主持教育部部務會報，但最後
未出席會議，也順勢沒有對外說明跨部會會議是否已達成共識，因
此，相關決議最快將在4日舉行的行政院院會會後記者會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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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旺宏館開⼯迎新⾴ 營造創新教學場域 開啟⾼教AI
跨域新格局

成大旺宏館基地啟動，由教育部部長潘文忠、台南市副市長許育典、成功大學校長蘇慧

貞、工研院院長劉文雄共同主持舉行工程動土典禮。
撰文 | 廣告企劃製作

分類 | 教育

圖檔來源 | 成功大學

日期 | 2020-06-04

「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位於成大勝利校區，由成大傑出校友旺宏電

子董事長吳敏求捐贈，張清華建築師擔綱設計。今(3)日上午，由教育部

部長潘文忠、台南市副市長許育典、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工研院院長

劉文雄共同主持舉行工程動土典禮。同時，成大宣布將以「旺宏館」為

基地，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未來延攬國內外傑出跨領域運算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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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去年8月捐贈成大創校以來單次捐贈最大金額4.2億元

興建「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 6月3日舉行動土典禮，捐贈人吳敏求以貴

賓身分出席，見證欣喜時刻。

 

同日，成大校長蘇慧貞宣布以「旺宏館」為基地，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

院」，該院將以「跨領域整合」的全新運作機制，開啟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及

跨域人才培育的全新篇章。

 

吳敏求再次打破捐贈紀錄，宣布旺宏電子將另捐贈成大10億元，以每年1

億、連續10年的方式，支持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積極延攬國際傑出人才及學院

運作，以發揮全球影響力。教育部長潘文忠、台南市副市長許育典等貴賓特

地出席動土典禮和運算學院成立記者會，為這場盛典再添光彩。

 

 

蘇慧貞校長表示，面對後疫情、變動頻繁的年代，我們從旺宏電子、吳敏求

學長的成長史、奮鬥史學習到，只有追求創新、嶄新的文化，並且努力、堅

持和不斷跨域的人，才能擁抱改變，從中蛻變，並永續成長。成大敏求智慧

運算學院是一個大平台，由各領域共有、共享，期望帶來共榮的大未來。在

這個平台上，成功大學願意承諾與宣誓，貢獻給這個社會、國家以及全世

界，生生不息、嶄新跨域的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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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宏董事長吳敏求表示，旺宏是全球半導體業中，第一個將Big Data大數據

概念導入半導體生產的廠商，品質世界第一。成大智慧運算學院結合前瞻運

算科技與成大9大學院跨領域的學術能量，對未來科技產業創新發展意義重

大。

 

「旺宏電子決定將持續10年，每年捐贈1億元予成大，讓智慧運算學院可以

有充分經費積極招聘國際傑出人才，激勵教研成果，帶動台灣科技產業發

展。」吳敏求說，「期許成大未來能夠延攬世界級頂尖人才，將現有9大學院

與智慧運算學院完美結合，不管對於台灣或全世界應用領域都將產生卓越貢

獻。」

 

教育部長潘文忠致詞表示，「很多大學校長一再提及，台灣產業要跨大步，

面向國際，要與產業和企業廣大連結，也要讓各大學擁有更寬廣的空間。」

 

潘部長推崇吳董事長重視社會教育、培育科學人才，創設旺宏金矽獎、科學

獎，是企業家創業有成、回饋社會的典範。成大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率

先啟動高教創新，教育部樂於在未來招生名額上給支持，也樂見在師資聘任

上有創新做法，給予有貢獻者合理、更優渥的待遇，才能羅網最頂尖師資，

培育最優質人才。

 

許育典副市長代表黃偉哲市長出席。許育典感謝吳敏求董事長將心血投入成

大和台南市，也盛讚蘇慧貞校長積極推動創新，成大是台南市最好的智庫，

希望大學融入城市，在城市裡實踐其社會責任。台南市政府願意與成大共享

資源，讓大學的創造力與台南人的生活合而為一。

 

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工研院近期擬定「2030技術策略與藍圖」，以AI人

工智慧為智慧化共通技術之一，聚焦「智慧生活」、「健康樂活」、「永續

環境」三大應用領域，希望攜手產業，開創2030的新市場、新商機。

 

去年底，工研院與成功大學針對生物科技領域進行創新技術產業化與跨領域

合作，共同打造「生醫下世代園區」，聚焦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兩大重點。

「今天，成大智慧運算學院正式成立，工研院也很願意在跨領域人才、技術

研發與產業化合作上，與成大智慧運算學院持續共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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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預計109學年度招生，不設系所，改以學分學程、學

位學程靈活教學，強調以運算為核心的基礎學科課程，搭配不同專業基礎與

應用課程。目前正規劃大學部不分系智慧運算學分學程及AI機器人碩士學位

學程、智慧生醫碩博士學位學程、智慧運算工程碩博士學位學程。專為醫學

院學生或生物科技領域學生設計的「智慧生醫學分學程」109年8月起開放成

大學生選讀。

 

成大副校長兼任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籌備委員會副總召集人吳誠文表示，「人

工智慧可以廣泛與不同學門領域結合，能與各項知識、技術相連結，快速應

用到各領域。智慧運算學院的課程內容會依各領域不同需求重新設計。」

 

以計算生物學為例，要讓電機系的學生有基本的生物學素養，才好利用演算

法或程式設計去做生物數據的分析。醫學院的學生要有基本的程式設計與機

器學習概念，才能夠妥善運用人工智慧方法與工具，協助做醫學資訊的分

析。「透過跨領域課程的設計，我們要讓學生建立彼此可以互相溝通合作的

基本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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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延攬國內外傑出人士，智慧運算學院在教師聘任上，除了搭配自籌資金提

供包含薪資等具競爭力的獎勵措施，更將以校內法人的概念推動校內教師之

合聘。目前已由電機系、機械系、統計系與數學系等近20位合聘師資組成堅

強運算技術核心團隊。

 

「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基地與舊圖書館K館（現在的未來館）相連，兩館

間設有廊道，同時也會塑造出新的廣場，串連既有校園動線與開放空間。1樓

是國際會議廳與展示廳，2、3樓為小型研究室與開放討論空間，4樓為敏求

智慧運算學院總部，提供跨領域教師進駐，探討研究未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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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巨人」抹香鯨魂歸蘭嶼海岸 腐敗情形嚴重

海巡人員丈量擱淺死亡且魚體嚴重腐敗的抹香鯨。（記者陳賢義翻攝）

2020-06-03 16:31:25

［記者陳賢義／台東報導］1尾被稱為「海中巨人」、身長10米的抹香鯨，不

明原因擱淺台東蘭嶼鄉紅頭村前方海際，魚體嚴重腐敗死亡，村民赫見撥打

118報案，海巡署第10巡防區指揮部今獲報動員趕往處理，聯繫成功大學鯨豚

研究中心，研判為抹香鯨，隨後撿拾散落魚骨送往台東縣政府，將交由成功

大學鯨豚中心進行研究。

第13岸巡隊表示，海巡人員獲報趕赴現場後，隨即拉起封鎖線實施管制，並

對死亡鯨魚屍體進行丈量，初步丈量長達10米、寬4米。經通報成大鯨豚中心

辨識該品種為抹香鯨，體型龐大且腐敗嚴重，因無法移動不實施就地掩埋，

改由海巡人員將散落附近鯨魚肋骨送回縣府，再交由成大鯨豚中心進行研

究。

第13岸巡隊呼籲，東部海域常有保育類海洋生物迷航擱淺，民眾如有發現，

應立即撥打海巡署服務專線118，由海巡人員協助處理，以維護永續海洋生態

環境及資源。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6/03/3186139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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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尺長抹香鯨陳屍蘭嶼紅頭岸際　海巡送成大
鯨豚中心研究

▲▼ 抹香鯨陳屍蘭嶼紅頭岸際，海巡送成大鯨豚中心研究。（圖／記者楊鈞典翻攝，下同）

記者楊鈞典／台東報導

海巡署第10巡防區指揮部3日上午接獲民眾撥打118報案，於蘭嶼鄉紅頭村前方岸際發

現一隻死亡不明大型魚體，經第13岸巡隊蘭嶼安檢所人員抵達現場處理及聯繫成功大

學鯨豚研究中心，研判為抹香鯨。

第13岸巡隊表示，海巡人員獲報趕赴現場後，拉起封鎖線實施管制，並對死亡鯨魚屍

體進行丈量，初步丈量長達10米、寬4米。經通報成功大學鯨豚中心王主任辨識該品

種為抹香鯨，體型龐大且腐敗嚴重，因無法移動故不實施掩埋，協請本隊將其散落附

近鯨魚肋骨送回台東縣政府，後續將由成功大學鯨豚中心進行研究。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A4%BE%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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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岸巡隊呼籲，東部海域常有保育類海洋生物迷航擱淺，民眾如有發現，請立即撥

打海巡署服務專線118，由海巡人員協助處理，以維護永續海洋生態環境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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