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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教授蔡明祺獲斐陶斐傑出成就獎與教育部師鐸獎

／

2021/7/22

附件
 【記者孫曉倫／南市報導】國立
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講座教授蔡
明祺，榮獲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
會第26屆「傑出成就獎」以及教育
部110年師鐸獎。

  蔡明祺在學術研究、人才培育備
受肯定，具有電機電子專業背景的
他，致力機電整合教學與研究，深
耕馬達科技研發暨應用30多年，推
廣馬達科普教育，前瞻開創國內產
學合作模式，積極培育學用合一的專業人才，對產學界貢獻深遠，被譽為「馬
達蔡」。

  研究力求「務實致用」，蔡明祺致力推動產學合作。全國首創「馬達科技研
究中心」產學互動平台，鏈結國內外馬達產業上、中、下游技術交流；成立
「馬達智財聯盟」，創立大學智財資源共享營運機制，率先分享學界創新發明
技術，提供業界試用體驗。

  蔡明祺首創「Spin-in產學合作模式」，開設「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設計與驅
動」產業碩士專班，培育超過150位博碩士研究生，協助台灣日立、永大、巨大
等馬達應用產業建置自主產品研發量能，並參與推動中鋼電磁鋼片在高效馬達
的產業應用，讓中鋼躋身美國特斯拉電動車馬達零件供應商。

http://www.enewstw.com/City01.asp?ItemID=9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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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教授蔡明祺等4師獲全國師鐸獎
cdns.com.tw/articles/431808

成大教授蔡明祺（右上）、永仁高中校長洪慶在（左上）、東區復興國小教師邱士芬（右下）、東區勝
利國小教師林和秀四人榮獲教育部師鐸獎。（成大、教育局、復興國小提供）

記者施春瑛、汪惠松⁄台南報導

教育部公布一一０年全國師鐸獎名單，台南市共有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講座教授蔡明
祺、永仁高中校長洪慶在、東區復興國小教師邱士芬、東區勝利國小教師林和秀等四人獲
獎。

成大教授蔡明祺在學術研究、人才培育備受肯定，具有電機電子專業背景的他，致力機電
整合教學與研究，深耕馬達科技研發暨應用三十多年，推廣馬達科普教育，積極培育學用
合一的專業人才，對產學界貢獻深遠，被譽為「馬達蔡」。蔡明祺並致力推動產學合作，
全國首創「馬達科技研究中心」產學互動平台、成立「馬達智財聯盟」、開設「電機工程
學系電機設計與驅動」產業碩士專班，培育超過一百五十名博碩士研究生，協助馬達應用
產業建置自主產品研發量能。

永仁高中校長洪慶在帶領學校連續四年獲選教育部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國高中雙前導學
校，也積極扎根閱讀榮獲教育部閱讀磐石學校，還強化幼兒托育政策，興建永仁非營利幼
兒園。另也帶領教師團隊提出「身心健康、閱讀探究、國際視野」學生圖像，符應新課綱
精神的校本特色課程翻轉社區家長印象。

2021-07-22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43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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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國小邱士芬老師投入教職以來，沒有停止過的「學習、分享、交流」，她成立精進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共同備課和專業增能，設計有脈絡的課程架構，也到各地演講及帶領主
題工作坊，陪伴老師發揮共學共好的影響力。

東區勝利國小林和秀老師，充實特殊教育及普通教育領域專業知識，擔任不分類身心障礙
資源班教師將達二十一年無間斷，她全心投入特殊教育，於校際及跨縣市推廣宣導特教理
念，也持續研發、編製教材及深耕教學研究，透過跨領域產出型研習推廣成果至其他縣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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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1日

成大蔡明祺教授獲斐陶斐傑出成就獎×教育部師鐸獎
times.hinet.net/news/23421813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講座教授蔡明祺，榮獲中華民
國斐陶斐榮譽學會第26屆「傑出成就獎」及教育部110年師鐸獎。

蔡明祺在學術研究、人才培育備受肯定，具有電機電子專業背景的他，致力機電整合教學
與研究，深耕馬達科技研發暨應用30多年，推廣馬達科普教育，前瞻開創國內產學合作模
式，積極培育學用合一專業人才，對產學界貢獻深遠，被譽為「馬達蔡」。

研究力求「務實致用」，蔡明祺致力推動產學合作；全國首創「馬達科技研究中心」產學
互動平台，鏈結國內外馬達產業上、中、下游技術交流；成立「馬達智財聯盟」，創立大
學智財資源共享營運機制，率先分享學界創新發明技術，提供業界試用體驗。

蔡明祺首創「Spin-in產學合作模式」，開設「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設計與驅動」產業碩士專
班，培育超過150位博碩士研究生，協助臺灣日立、永大、巨大等馬達應用產業建置自主產
品研發量能，並參與推動中鋼電磁鋼片在高效馬達的產業應用，讓中鋼躋身美國特斯拉電
動車馬達零件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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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蔡明祺教授獲斐陶斐傑出成就獎×教育部師鐸獎
ccsn0405.com/2021/07/blog-post_758.html

【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講座教授蔡明祺，榮獲中華民國斐陶
斐榮譽學會第26屆「傑出成就獎」及教育部110年師鐸獎。
 

蔡明祺在學術研究、人才培育備受肯定，具有電機電子專業背景的他，致力機電整合教學
與研究，深耕馬達科技研發暨應用30多年，推廣馬達科普教育，前瞻開創國內產學合作模
式，積極培育學用合一專業人才，對產學界貢獻深遠，被譽為「馬達蔡」。
 

研究力求「務實致用」，蔡明祺致力推動產學合作；全國首創「馬達科技研究中心」產學
互動平台，鏈結國內外馬達產業上、中、下游技術交流；成立「馬達智財聯盟」，創立大
學智財資源共享營運機制，率先分享學界創新發明技術，提供業界試用體驗。
 

蔡明祺首創「Spin-in產學合作模式」，開設「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設計與驅動」產業碩士專
班，培育超過150位博碩士研究生，協助臺灣日立、永大、巨大等馬達應用產業建置自主產
品研發量能，並參與推動中鋼電磁鋼片在高效馬達的產業應用，讓中鋼躋身美國特斯拉電
動車馬達零件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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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1日

「馬達蔡」蔡明祺、台南市3師 同獲全國師鐸獎
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611283

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講座教授蔡明祺，產學界譽為「馬達蔡」，獲得中國民國斐陶斐榮
譽學會第26屆「傑出成就獎」及教育部師鐸獎。 （圖由成功大學提供）

2021/07/21 17:01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教育部師鐸獎公布獲選名單，台南市共有永仁高中校長洪慶
在、東區復興國小老師邱士芬、東區勝利國小老師林和秀及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講
座教授蔡明祺獲獎。在產學界被譽為「馬達蔡」的蔡明祺，也獲得中國民國斐陶斐榮譽學
會第26屆「傑出成就獎」。

蔡明祺致力機電整合教學與研究，深耕馬達科技研發暨應用30多年，全國首創「馬達科技
研究中心」產學互動平台，鏈結國內外馬達產業上、中、下游技術交流；成立「馬達智財
聯盟」，創立大學智財資源共享營運機制，率先分享學界創新發明技術，提供業界試用體
驗。並開設「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設計與驅動」產業碩士專班，培育超過150位博碩士研究
生，協助台灣日立、永大、巨大等馬達應用產業建置自主產品研發量能，並參與推動中鋼
電磁鋼片在高效馬達的產業應用，讓中鋼躋身美國特斯拉電動車馬達零件供應商。

永仁高中校長洪慶在，強化幼兒托育政策，興建永仁非營利幼兒園，鼓勵支持教師專業精
進，帶領永仁高中連4學年獲選教育部推動12年國教課綱國高中雙前導學校，也榮獲教育部
閱讀磐石學校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611283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7/21/3611283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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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勝利國小老師林和秀，充實特殊教育及普通教育領域專業知識，擔任不分類身心障礙
資源班教師21年，全心投入特殊教育，承接中心學校工作，於校際及跨縣市推廣宣導特教
理念，傳承教學經驗並培育特教人力，並善用社區資源，開發學生優勢。

東區復興國小老師邱士芬成立精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共同備課和專業增能，設計有脈絡
的課程架構，課堂上透過提問與互動，引導學生學會核心概念回溯脈絡並實際應用，成為
有專家思考能力的人。

台南市永仁高中校長洪慶在獲教育部師鐸獎。（圖由台南市教育局提供）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7/21/3611283_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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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東區勝利國小老師林和秀（右）獲教育部師鐸獎。（圖由台南市教育局提供）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7/21/3611283_3_1.jpg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7/21/3611283_4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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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東區復興國小老師邱士芬獲教育部師鐸獎。（圖由台南市教育局提供）（記者劉婉
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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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機械系教授蔡明祺 獲教育部110年師鐸獎
ner.gov.tw/news/60f7dfe0c859e2000758c865

成大機械系教授蔡明祺 獲教育部110年師鐸獎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講座教授蔡明祺，具有電機電子專業背景的他，致力機電整合
教學與研究，深耕馬達科技研發暨應用30多年，推廣馬達科普教育，前瞻開創國內產學合
作模式，積極培育學用合一的專業人才，對產學界貢獻深遠，被譽為「馬達蔡」。

蔡教授的學術研究、人才培育備受肯定，除了榮獲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第26屆「傑出
成就獎」，也獲得教育部110年師鐸獎。

 

 

https://www.ner.gov.tw/news/60f7dfe0c859e2000758c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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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生報
tssdnews.com.tw

成大醫藝術走廊漫遊雲海攝影展

【記者蔡清欽／台南報導】 2021/07/21

▲成醫門診大樓二樓藝術走廊自即起上架「漫遊雲海」攝影展將至12月31日。 （記者蔡清
欽攝）

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沈寂已久的成大醫院門診大樓二樓藝術走廊攝影展，自即日起新
上架第26期「漫遊雲海」攝影展將至12月31日，展出34幅由心星及翁宗憲兩位攝影師的作
品，讓你感受大自然千變萬化的姿態。

隨風起伏的雲海，時而平靜、時而翻騰；氣勢磅礡的景觀，有時如仙境，有時很浪漫，美
麗景象讓人著迷，吸引許多專業攝影師駐足守候，將美麗的景致凍結成絕美的影像紀錄。

兩位攝影師都擅長風景攝影，經常犧牲睡眠，扛著攝影器材上山下海，跑遍各地尋找美
景，克服拍攝環境的艱難與氣候的變化，期待記錄更多樣化及難能可貴的影像，分享親身
體會大自然的震撼與壯觀美景。 

https://www.tssdnews.com.tw/?FID=12&CID=56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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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2日

台南首辦職安健康新學堂 王鑫基邀名人線上開講
ettoday.net/news/20210722/2036889.htm

▲台南市勞工局職安健康處7、8月創新打造「職安健康新學堂．名人線上來開講」線上課
程，歡迎報名。（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為落實台南市長黃偉哲職安城市希望家園之願景，勞工局職安健康處7、8月創新打造「職
安健康新學堂．名人線上來開講」線上課程，結合勞動部職安署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勞動部職安署南區成大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等資源，辦理2場次「智慧新科技健康新議題」線
上系列課程。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722/20368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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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場安排於7月24日，邀請成大醫院職業及環境醫學部吳政龍醫師開講「職業疾病疑義多、
名醫開講來解惑」，探討職場安全健康最夯的新興職業病等認定問題及預防、第二場規劃
於8月21日，由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健康與衛生技術服務處闕妙如處長及黃德琪副處
長，分享「AIoT智慧物聯網技術於職安衛領域之實務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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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局長王鑫基指出，這次創新議題線上課程，不僅邀請簽訂安全伙伴關係的樹谷園區事
業單位參加，以強化樹谷園區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文化，同時亦邀請市民朋友一同學
習，上課時段考量學習便利性，特別安排於周六上午9時至12時，課程完全免費，廣邀大家
一起來線上學習。

勞工局長王鑫基表示，勞工局職安健康處主要負責勞動條件及職業安全衛生等二大業務之
宣導、輔導及檢查，今年初因應疫情關係，於3月至5月試辦3場次勞權相關議題線上課程，
廣受好評。5月開始因疫情升溫，全國升級至第三級防疫警戒，實體宣導會皆暫緩辦理，但
守護職場安全衛生健康不停歇，於7、8月再出擊，首次規劃職安健康議題，為讓樹谷廠商
安衛職能再躍進，特邀2019年5月27日與勞工局簽訂安全伙伴之樹谷園區事業單位參加這2

場線上直播系列課程。

王鑫基表示，勞工局與樹谷園區簽訂安全伙伴關係，是希望結合彼此資源，攜手合作提升
園區廠家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能力，降低職業災害，每年依園區產業特性量身打造安全
伙伴系列活動，去年以堆高機、施工架、呼吸防護具等職安衛生議題，透過實作體驗方
式，提升危害預防意識，具有成效。今年雙方再續簽2年伙伴關係，有別以往規劃的議題並
首次採線上課程，結合勞動部職安署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勞動部職安署南區成大職業
傷病防治中心資源，期以新的線上學習管道讓園區廠商對現今日益被重視的新興職業病議
題及智慧物聯網技術運用於職安領域有更深的認知，並加以推廣，以有限的職安人力更精
確辨識職場安全，提升整體安全衛生管理水準，另為擴大課程效益，亦歡迎市民勞工朋友
共同上線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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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職安健康處陳美顏代理處長表示，近年來隨著產業多元及全球化的競爭，勞工在職
場上常有發生促發心血管疾病的案件，職場壓力造成憂鬱與職業疾病也多所探討，肌肉骨
骼毛病申請職業病的件數也倍數增加，這些醫療案件是否列屬於職業病，成了職業病探討
的主流議題，常有疑義與爭議，勞工局職安健康處為解惑職業疾病的疑義，特於首場相關
線上課程，邀請成大醫院吳政龍醫師於7月24日（星期六）上午9時至12時開講釋疑。吳政
龍醫師目前是勞動部職安署南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的主持人，同時也是成大醫院職業及環
境醫學部的主任，是職業疾病門診主治醫師。

二場線上課程精採可期，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如下：https://bit.ly/3dNCuD3） ，請勿
錯過，每場次開放200名，額滿為止。報名成功後，將於開課前將視訊會議軟體「U會議」
電腦及App安裝說明、登入課程會議ID，線上課程注意事項等寄送至報名時提供之電子郵
件信箱，請參與者多加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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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憲專欄》簡單並不簡單
taronews.tw/2021/07/21/763498

看到有一些所謂的工程師出來黑唐鳳，說什麼系統太簡單，靠政黨吹捧，這樣的評論並不
公平。

我在成大計網中心和國家高速網路中心總共擔任八年的主管，對資訊系統有一定的經驗。

很多系統的資料庫、不同軟硬體作業系統、加上網路錯綜的關係，實際上相當複雜。介面
清楚方便，使用者進入的門檻低，是相當重要的關鍵。

尤其在大規模施行的時候，正常運作，沒有什麼重大的問題，才是好的資訊應用系
統。

唐鳳好幾個系統，用了那麼久，覺得相當的方便，也沒有遇到什麼問題，真的非常不容
易！

簡單才是最重要的特點，看起來簡單，其實一點也不簡單，能夠用 100 行寫完的程式，千
萬不要寫成 101 行，執行的程序和步驟也是同樣的道理！

IT 人的辛酸

當年我的前輩賴溪松教授負責大考網路選填志願的設計與執行，不曉得開了多少使用者需
求的會議，面對高中校長、老師、家長、同學，南北奔波，費盡心力才讓這個系統順利完
成方便使用。

另外一位前輩謝錫堃教授在推動成大的公文系統時也是做了同樣的苦差事，大學不同科系
有許多不同的結構，一般的只有校、院、系三層的行政架構，醫學院卻有校、院、系、科
的四層架構，在同樣一個公文系統裡面，同時有三層和四層的架構，有許多不為外人得知
的困難細節。

我剛到成大計網中心的時候，我的前任把學生和教職員的電子郵件通通都整合到一個系統
裡面，學生重視的是有很大容量的信箱，教職員擔心的是電子郵件信箱的可靠度，兩者的
要求不同，再加上垃圾郵件的問題還沒有什麼好的解決方式，電子郵件的系統問題層出不
窮，那時候不曉得受到多少的責難，有一陣子我到 9 樓的辦公室都不敢坐電梯，怕會遇到
同事跟我抱怨。

還有一位我們尊敬的同事，首經擔任過次長的高官，那時候他把電子郵件系統當成雲端儲
存設備，他辦公室、實驗室和家裡的電腦有各種不同的作業系統，常常造成重複收信的問
題。我記得有一個連續假期沒有出去玩或休閒，都在解決他的問題，那時候被他指責：這
樣算是頂尖大學的計算機中心嗎？

覺得一個系統要有多華麗才是好的系統，應該沒有遭遇過這些辛酸。

有些人從來沒有接觸過什麼龐大的系統，設計的東西使用者也不多，當然不知道簡單就是
美，也不知道網際網路設計的原則第一個就是 KISS （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所以
才會大言不慚地攻擊簡單這件事情，能夠大規模運作的系統，使用者方便上線，才是王

https://taronews.tw/2021/07/21/76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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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圖片來源：pixabay

原文出自李忠憲臉書，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時事・藝文・財經・生活・運動

投稿信箱：editor@taronew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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