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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卓彥廷老師團隊「2021紐約系列圍巾」獲美國
IDA國際設計獎時尚類金獎。

國際品牌卓彥廷獲美國IDA時尚金獎 讓世界看見台灣
／

2021/3/3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國立成

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副教授卓

彥廷團隊創新結合數位與人文領域，

用藝術創作精彩轉譯紐約城市的大膽

活力，最新設計作品「2021紐約系列

圍巾」從80多個國家脫穎而出，榮獲

美國第14屆IDA國際設計獎時尚類金

獎。
 

 「我們團隊的核心基因一直都很喜

歡在A跟B之間找不同的可能性」，卓彥廷表示，數位資訊軟體、人文藝術看似截然

不同的領域，那個gap通常會是機會，跨領域結合的過程雖然辛苦，但能創作出具有

跨文化影響力的作品很令人滿意，期待未來能持續跟世界各種文化、不同領域的人

真誠對話與碰撞，讓世界看見台灣軟實力。
 

 成大創產所副教授卓彥廷2016年創立同名國際品牌YEN TING CHO，品牌風格實

驗性質強烈且獨特，首度參加美國IDA國際設計獎（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s）

即獲肯定。卓彥廷表示，團隊具跨領域創新特質，參加設計競賽時很容易碰到不易

分類的情況，但也因為這樣品牌基因，符合IDA追求創新與視覺表現的評選目標。
 

 美國IDA國際設計獎2007年開辦，旨在尋找積極探索新領域且具全球影響力的設計

師，看重設計作品的創新實用性，也特別關注作品的創作思維與文化底蘊。卓彥廷

表示，2021年以紐約為名的圍巾系列結合自身求學歷程，藉由MovISee設計軟體，

在動靜交錯的多變設計中，轉譯呈現過往在哈佛念書時，常常前往紐約參展的經

驗。
 

 MovISee是卓彥廷團隊開發的互動設計軟體，強調透過數位資訊軟體的產出，讓人

類身體的語言和擺動等經驗藉由藝術創作再次被看見。「2021紐約系列圍巾」每一

件作品都包含豐富的顏色變化，呈現紐約城市時代廣場、中央公園、哈德遜河、高

聳的摩天大廈以及爵士樂文化等著名景色與文化，用藝術創作傳達、演繹紐約活潑

大膽的城市活力與文化大熔爐的精彩風貌。
 

 美國IDA國際設計獎包含：建築、室內設計、產品設計、時尚、圖形5個類別，每

年評選出兼具「創新」與「創意」的頂尖設計作品，吸引來自全球的知名設計師與

設計新銳參賽，為業界注入源源不絕的創造力。該獎項創立者是籌辦多項國際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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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Farmani集團，評審團則由世界各地設計與藝術的專業人士、雜誌編輯組成，陣容

堅強，也為獲獎者帶來廣大的人脈與媒體資源，影響力橫跨歐美、亞洲地區。

 卓彥廷副教授致力將台灣軟實力介紹給全世界，同名國際品牌YEN TING CHO強

烈實驗風格與大膽的表現，在國際間獲得很大的迴響。他特別希望這次的獲獎能讓

團隊成員，以及產業的上下游廠商受到鼓勵，也希望激勵修習他設計課的成大學

生，一起讓台灣軟實力揚名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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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紐約系列圍巾 成大卓彥廷團隊奪IDA時尚金獎
2021-03-03

成大創產所副教授卓彥廷創立的同名國際品牌YEN TING CHO風格強烈且獨特，屢獲國際迴響。
（成大提供）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副教授卓彥廷團隊，創新結合數位與人文領域，用藝術創作精彩轉譯紐約城市的大膽活力，最新設計作品「二０二一紐

約系列圍巾」從八十多個國家脫穎而出，榮獲美國第十四屆ＩＤＡ國際設計獎時尚類金獎。

成大創產所副教授卓彥廷創立同名國際品牌YEN TING CHO，品牌風格實驗性質強烈且獨特，首度參加美國ＩＤＡ國際設計獎（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s）即獲肯定。

「二０二一紐約系列圍巾」每一件作品都包含豐富的顏色變化，呈現紐約城市時代廣場、中央公園、哈德遜河、高聳的摩天大廈以及爵士樂文化等著

名景色與文化，用藝術創作傳達、演繹紐約活潑大膽的城市活力與文化大熔爐的精彩風貌。

卓彥廷說，他希望這次的獲獎能讓團隊成員，以及產業的上下游廠商受到鼓勵，也希望激勵修習他設計課的成大學生，一起讓台灣軟實力揚名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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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成大卓彥廷團隊設計紐約系列圍巾作品 獲IDA時尚類金獎

2021-03-02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成大 IDA 卓彥廷

國立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副教授卓彥廷團隊創新結合數位與人文領域，用藝術創作精彩轉譯紐約城市的大膽
活力，最新設計作品「2021紐約系列圍巾」從80多個國家脫穎而出，榮獲美國第14屆IDA國際設計獎時尚類金獎。
 
卓彥廷特別希望這次的獲獎能讓團隊成員，以及產業的上下游廠商受到鼓勵，也希望激勵修習他設計課的成大學生，
一起讓台灣軟實力揚名國際。

YEN TING CHO_ IDA Gold_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A4%A7
https://www.ner.gov.tw/search?q=IDA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5%8D%93%E5%BD%A5%E5%BB%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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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育才 攜成大開產碩專班

永豐銀⾏與國⽴成功⼤學今（2021）年2⽉25⽇啟動產學合作新⾥程，攜⼿開辦「財務⾦融」與
⾦融業界⾸創「⾦融科技與資訊⼯程」⼆⼤產業碩⼠專班，共同培育新世代⼈才。

永豐銀⾏總經理莊銘福出席產碩專班啟動儀式時表⽰，永豐⾃2017年起與成⼤合作，現已進⼊第
⼆階段計畫，預計未來三年達成應⽤⼈⼯智慧（AI）提升營運效率、培植數位⾦融團隊與打造⾦
融⽣活圈等⽬標；為促進學⽤合⼀，永豐與成⼤開辦產碩專班，整合產學資源提供就學與就業機
會，培育更具競爭⼒的數位⾦融⼈才。

永豐與成⼤共同開辦的產碩專班將於3⽉19⽇啟動⾸屆招⽣報名、9⽉正式⼊學，名額計「財務⾦
融」專班10名及「⾦融科技與資訊⼯程」專班12名；⼆⼤系所學⽣除專業課程外，也將共同參與
指定課程培養跨界思維、⼀起合作創新⾦融科技專題，並由永豐⾼階主管授課時下⾦融科技發展

2021-03-03 01:34 經濟日報  記者陳美君／

台北報導

大數據 

永豐銀與成⼤啟動產學合作新⾥程，攜⼿開辦「財務⾦融」與⾸創的「⾦融科技與資訊⼯程」⼆⼤產業碩⼠專班，圖為永豐銀數位⾦

融處處⻑⿈品睿（左起）、永豐⾦數位科技處處⻑張天豪、永豐銀總經理莊銘福、成⼤校⻑蘇慧貞、成⼤電資學院院⻑許渭州、成⼤

管理學院院⻑⿈宇翔。 永豐銀／提供

讚 1 分享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1/03/02/realtime/11810118.jpg&s=Y&x=0&y=22&sw=1279&sh=719&sl=W&fw=1050&exp=3600&exp=3600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s%3A%2F%2Fmoney.udn.com%2Fmoney%2Fstory%2F5613%2F5290196&display=popup&ref=plugin&src=like&kid_directed_site=0&app_id=26784655005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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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務接軌，同時安排寒、暑假⾄永豐銀⾏實習或提供論⽂研究資源等，實習表現優秀者可提前
獲得聘⽤機會，畢業即可就業。

永豐銀⾏表⽰，企業為因應⾼階⼈才需求，可與學校合作申請並經教育部審查通過後辦理產碩專
班  ，與成⼤合作則可望培育更多具跨域思維的π型⼈才  ，以因應未來瞬息萬變的⾦融創新與挑
戰。

永豐銀⾏表⽰，⾃2017年與成⼤展開第⼀階段產學合作，投⼊信⽤評等報告、精準⾏銷、區塊鏈
技術研究等，並於校園中設置永豐成⼤分⾏；去年雙⽅再擴⼤交流，推動第⼆階段產學合作，朝
新科技、新架構與新業務等三⼤⾯向持續執⾏多項計畫，除持續結合AI與⼤數據開發應⽤外，更
以培植新世代數位⾦融⼈才為⽬標，期待透過跨領域產碩專班計畫，搭建學界、產業與⼈才的橋
樑。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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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王大閎與古蹟建築 三月成大校園登場

民生@報／ 2021.03.02 16:29

【文/陳小凌】國父紀念館是臺灣重要現代主義建築師王大閎所設計，民國108年被指

定為市定古蹟，是臺灣重要的文化地標。為紀念王大閎建築師，特別邀請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中央研究院、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王大閎建築與保存學會等相關機

關、學校及家屬共同規劃展覽、建築走讀、音樂會及論壇等一系列活動。紀念特展特別

選在王大閎建築師在臺灣唯一任教的臺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舉辦，展覽將於5月15日開

幕。

 

國父紀念館去年辦理建築導覽活動。國館提供。

 

有「建築詩人」美譽的王大閎，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建築系及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研究

所，受教於現代主義大師葛羅培斯，1952年遷居臺灣，翌年成立大洪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作品在臺灣約有60餘件，其中國父紀念館建築設計堪為臺灣現代建築史發展過程

的經典作品。

 

國父紀念館於去年首次辦理建築導覽活動，開放報名即秒殺。今年辦理的紀念活動將從

南部起跑，首先登場的是「走讀王大閎與古蹟建築活動」，於3月27日起至5月共計辦

理7場次。第一場將走讀國立成功大學校園及其周邊的經典建築作品，成功大學中文系

館為王大閎先生在南臺灣的稀有作品。其餘路線分別為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國父紀

https://n.yam.com/
https://n.yam.com/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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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館及王大閎建築師的自宅虹廬等。因應防疫需求，每場次參加人數限額25位，特別

在每個走讀地點辦理一場小型展覽，介紹王大閎建築師的設計理念與建築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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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廖宥婷/台中報導】

國立國父紀念館是臺灣重要現代主義建築師王大閎先生所設計，民國108年5月3日被臺北市
政府文化局指定為市定古蹟，現在更是臺灣重要的文化地標。該館為紀念王大閎建築師，特
別邀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中央研究院、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王大閎建築與保存
學會等相關機關、學校及家屬共同規劃辦理展覽、建築走讀、音樂會及論壇等一系列活動。
紀念特展特別選在王大閎建築師在臺灣唯一任教的臺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舉辦，別具意義，
該展覽將於5月15日開幕，屆時歡迎市民朋友前往參觀。

 「走讀王大閎與古蹟建築活動」首場在國立成功大學

Posted On 2021-03-02 By 廖 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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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築詩人」美譽的王大閎先生，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建築系及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受教於現代

主義大師葛羅培斯，1952年遷居臺灣，翌年成立大洪建築師事務所，建築作品在臺灣約有60餘件，其中

國父紀念館建築設計堪為臺灣現代建築史發展過程的經典作品。

國父紀念館於去(109)年首次辦理建築導覽活動，開放報名即秒殺。今年辦理的紀念活動將從南部起跑，

首先登場的是「走讀王大閎與古蹟建築活動」，於3月27日起至5月共計辦理7場次。第一場走讀王大閎建

築師在國立成功大學校園及其周邊的經典建築作品，成功大學中文系館為王大閎先生在南臺灣的稀有作

品。其餘路線分別為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國父紀念館及王大閎建築師的自宅虹廬等。由於活動參加名

額有限，該館特別在每個走讀地點辦理一場小型展覽，介紹王大閎建築師的設計理念與建築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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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防疫需求及兼顧活動品質，每場次參加人數限額25位，並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之防疫措

施，實施實聯制，參加者須全程配戴口罩。活動詳情及報名資訊請上該館官網www.yatsen.gov.tw，聯絡

電話：(02)2758-8008分機72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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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

國父紀念館走讀王大閎建築之旅開放報名 3/27首場成大起跑

2021-03-03 發佈 周明慧 臺北

國父紀念館 走讀活動 王大閎

國父紀念館是由知名建築大師王大閎先生所設計，在108年5月3日被臺北市文化局指定為市定古蹟，是臺灣重要的文
化地標之一。為了紀念王大閎建築師，國館特別邀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中央研究院、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
學、王大閎建築與保存學會等相關機關、學校及家屬共同規劃辦理展覽、建築走讀、音樂會及論壇等一系列活動。活

國父紀念館辦理王大閎先生建築導覽活動獲得熱烈迴響

1• 2•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5%9C%8B%E7%88%B6%E7%B4%80%E5%BF%B5%E9%A4%A8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8%B5%B0%E8%AE%80%E6%B4%BB%E5%8B%95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7%8E%8B%E5%A4%A7%E9%96%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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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亮點之一為將從5月15日登場的王大閎先生紀念特展，本展特別選在王大閎建築師在臺灣唯一任教的臺北科技大
學藝文中心舉辦，別具意義。
 
有「建築詩人」美譽的王大閎先生，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建築系及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受教於現代主義大師葛
羅培斯，1952年遷居臺灣，翌年成立大洪建築師事務所，建築作品在臺灣約有60餘件，其中國父紀念館建築設計可說
是臺灣現代建築史發展過程的經典作品。
 
為了紀念王大閎建築師，國父紀念館從去年起首度辦理建築導覽活動，獲得熱烈迴響，因此在今年3月到5月再度規畫
「走讀王大閎與古蹟建築活動」。首場活動於3月27日在臺南登場，帶領民眾走讀王大閎建築師在國立成功大學校園
和周邊的經典建築作品。未來將陸續規劃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國父紀念館及王大閎建築師的自宅虹廬等走讀路
線。另外，在每個走讀地點將辦理一場小型展覽，介紹王大閎建築師的設計理念與建築之美。
 
國父紀念館表示，走讀活動每場次參加人數限額25位，為落實防疫措施，參加者須全程配戴口罩。活動詳情及報名資
訊請上國館官網，聯絡電話：(02)2758-8008分機725、535。
 

http://www.yatse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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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紀念館於去(109)年首次辦理建築導覽活動，開放報名即

秒殺。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館為王大閎先生在南臺灣的稀有作品。

國父紀念館於去(109)年辦理的走讀王大閎建築師在國立台灣

大學校園內的經典作品

國父紀念館紀念王大閎建築師系列活動登場 「走讀王大閎與古蹟建築活動」首場在
國立成功大學

國父紀念館紀念王大閎建築師

系列活動登場 「走讀王大閎與

古蹟建築活動」首場在國立成

功大學

(中央社訊息服務20210302

14:55:25)國立國父紀念館是臺

灣重要現代主義建築師王大閎

先生所設計，民國108年5月3

日被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指定為

市定古蹟，現在更是臺灣重要

的文化地標。該館為紀念王大

閎建築師，特別邀請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中央研究院、國立

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王

大閎建築與保存學會等相關機

關、學校及家屬共同規劃辦理

展覽、建築走讀、音樂會及論

壇等一系列活動。紀念特展特

別選在王大閎建築師在臺灣唯

一任教的臺北科技大學藝文中

心舉辦，別具意義，該展覽將

於5月15日開幕，屆時歡迎市

民朋友前往參觀。

有「建築詩人」美譽的王大閎

先生，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建

築系及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研究

所，受教於現代主義大師葛羅

培斯，1952年遷居臺灣，翌年

成立大洪建築師事務所，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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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在臺灣約有60餘件，其中

國父紀念館建築設計堪為臺灣現代建築史發展過程的經典作品。

國父紀念館於去(109)年首次辦理建築導覽活動，開放報名即秒殺。今年辦理的紀念活

動將從南部起跑，首先登場的是「走讀王大閎與古蹟建築活動」，於3月27日起至5月

共計辦理7場次。第一場走讀王大閎建築師在國立成功大學校園及其周邊的經典建築作

品，成功大學中文系館為王大閎先生在南臺灣的稀有作品。其餘路線分別為臺灣大

學、中央研究院、國父紀念館及王大閎建築師的自宅虹廬等。由於活動參加名額有

限，該館特別在每個走讀地點辦理一場小型展覽，介紹王大閎建築師的設計理念與建

築之美。

為因應防疫需求及兼顧活動品質，每場次參加人數限額25位，並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建議之防疫措施，實施實聯制，參加者須全程配戴口罩。活動詳情及報名資訊

請上該館官網www.yatsen.gov.tw，聯絡電話：(02)2758-8008分機725、535。

【廣告】

訊息來源：文化部

本文含多媒體檔 (Multimedia files included)：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8858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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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紀念館 紀念王大閎建築師系列活動登場
 2021-03-02 廖 (https://enn.tw/?author=11)

【記者江文賓/台北報導】

國立國父紀念館是臺灣重要現代主義建築師王大閎先生所設計，民國108年5月3日被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指定為市定古蹟，現

在更是臺灣重要的文化地標。該館為紀念王大閎建築師，特別邀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中央研究院、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成

功大學、王大閎建築與保存學會等相關機關、學校及家屬共同規劃辦理展覽、建築走讀、音樂會及論壇等一系列活動。紀念

特展特別選在王大閎建築師在臺灣唯一任教的臺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舉辦，別具意義，該展覽將於5月15日開幕，屆時歡迎

市民朋友前往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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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築詩人」美譽的王大閎先生，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建築系及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受教於現代主義大師葛羅培

斯，1952年遷居臺灣，翌年成立大洪建築師事務所，建築作品在臺灣約有60餘件，其中國父紀念館建築設計堪為臺灣現代

建築史發展過程的經典作品。

國父紀念館於去(109)年首次辦理建築導覽活動，開放報名即秒殺。今年辦理的紀念活動將從南部起跑，首先登場的是「走

讀王大閎與古蹟建築活動」，於3月27日起至5月共計辦理7場次。第一場走讀王大閎建築師在國立成功大學校園及其周邊的

經典建築作品，成功大學中文系館為王大閎先生在南臺灣的稀有作品。其餘路線分別為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國父紀念館

及王大閎建築師的自宅虹廬等。由於活動參加名額有限，該館特別在每個走讀地點辦理一場小型展覽，介紹王大閎建築師的

設計理念與建築之美。



2021/3/3 國父紀念館 紀念王大閎建築師系列活動登場 - 台灣電報(台灣新聞電子報）

https://enn.tw/?p=70492 3/4

為因應防疫需求及兼顧活動品質，每場次參加人數限額25位，並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之防疫措施，實施實聯

制，參加者須全程配戴口罩。活動詳情及報名資訊請上該館官網www.yatsen.gov.tw，聯絡電話：(02)2758-8008分機

72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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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蘭花產業國際戰略研討 創昔日榮景

由台南市政府與成功⼤學⽣命科學與⽣物科技學院、成⼤USR微⽣物⾃然農法團隊共同舉辦的
2021年臺灣蘭花產業國際戰略研討會，4⽇將在成⼤會館登場，當天邀請到產官學等專家學者共同
與會，期能透過共同研討，恢復臺灣過往蘭花榮景。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影響，花卉⼤型國際活動陸續停辦，外銷花卉遭遇航班減
班、運費增加及外銷訂單減少問題，致整體⽤花量減少交易冷清，農委會指出，臺灣花卉種植⾯
積14,374公頃，產值新臺幣165億元。根據財政部統計去(108)年，全年出⼝花卉共25,859公噸，
產值計67億元，主要外銷國家為⽇本(32.67%)、美國(28%)、越南（7.89%）、荷蘭（7.05%）
及韓國(4.46%)，以蝴蝶蘭、⽂⼼蘭、國蘭、⾺拉巴栗等為主要外銷品項，其中蘭花外銷產值逾花
卉總外銷值之8成，並以蝴蝶蘭46億元為⼤宗。

且蘭花為⾼經濟價值花卉，台灣蘭花產業中以蝴蝶蘭的產值最⾼，蝴蝶蘭更為台灣重要外銷農產
品，在台灣種植⾯積約 200 公頃，僅占蘭花種植⾯積的三分之⼀，蝴蝶蘭在2004年即獲選為台灣
四⼤旗艦農產品之⼀，2008年成為第三⼤外銷農產品，除了增進出⼝動能之外，也是提升我國國
際形象⼀⼤功⾂。

臺灣花卉產業在近20年來，不論在種植⾯積或是產值⽅⾯，皆有⻑⾜的進展，且臺灣花卉產業⾃
1990年代⾄今，在經歷新品種開發以及⽣產、保鮮、貯運等各項技術突破之後，產業發展突⾶猛
進，也將臺灣花卉推上世界舞台。。

此次研討會中，將針對臺灣蘭花產業現況與品種權發展、臺南蘭花園區升級及轉型策略、蘭花⽣
技與產業趨勢、國際市場分析與競爭策略，以及蘭花的育種、願景與瓶頸、農業廢棄物的循環再
利⽤等⾯向做探討，期能透過產官學的討論，鑑定出臺灣在國際市場的強項與弱勢，及可能的因
應對策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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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獲邀參與台積電和成功大學共同規劃的雲端暨AI跨域學
程，為南部資訊產業儲備科技新血
HPE 將分享其在智慧資料策領域的先進思維和技術，如何協助全球組織或企業釋放其龐大資料的威力和價值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HPE) 宣布獲邀參與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積電）和成功大學管理學院共同規畫的「雲端大數據基礎

建設之實務」課程。HPE 將以其世界級資訊技術的優勢，與台積電邀請的其他資訊大廠，聯合為學生分享兼具產業AI實務操作與理論基礎的業

界最新知識與經驗，除有助於優化成功大學在AI領域的研究及教育策略，也能助力南部地區資訊產業培育最具產業眼光與前瞻視野的科技新血。

此一由成大管理學院院長黃宇翔以其專業領域，結合台積電及數家國際資訊大廠共同實現的「雲端大數據基礎建設之實務」課程，開放成功大學

全校碩士生選課，鼓勵研究生跨域學習，讓高等人才活用大數據於各學研領域。為了讓每個課題能一次授課完畢以利學生吸收，課程採12週密

集授課，打破傳統課程18週的限制。課程時間為109學年度第2學期。

「HPE有機會將自己最新的世界級觀念和雲端大數據技術策略，直接面對面分享給台灣高等人才，我們深感榮幸，」HPE台灣董事長王嘉昇表

示。「現在正是企業或組織數位轉型、新興科技風起雲湧的時代，學習並掌握融合理論與實務的科技資訊，將能有效幫助學子一出校門就具備即

戰力，成為產業數位化的實力尖兵。」

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 (AI/ML)、雲端運算和大數據分析的推動下，IT部門需要一種新的智慧資料管理模式，以高效管理這些現代化基礎架構。

HPE將在課程中，以釋放資料的價值為核心，分享全球一流企業在向現代化基礎架構演進的過程中，如何建立智慧資料策略，滿足當今高度變

動、由資料驅動業務模式的嶄新需求。

台積電資訊建構暨服務通訊處主管則將分享資訊基礎架構與系統穩定度、運作效率的高度關聯性，同時解說如何設計高穩定、高效率系統的基本

概念，並分享台積電為了提供生產不間斷的服務，如何打造99.99%高穩定度的資訊系統。

此次資訊饗宴是成大管理學院與台積電產學合作的起點，雙方期望透過長期交流，持續發展產學合作，創造學用合一、產學互助及企業實踐社會

責任的三贏新局。

關於慧與科技

https://www.ithome.com.tw/users/%E5%BB%A0%E5%95%86%E6%96%B0%E8%81%9E%E7%A8%BF
http://www.hpe.com/


慧與科技公司是邊緣至雲端的平台即服務領導廠商，幫助企業從資料中萃取出有用的分析資料，加速創造業務成效。數十年來，HPE致力於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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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科預防醫學論壇16日登場 將邀請多位

專家在清大開講

2021-03-02 17:07  聯合報  / 記者巫鴻瑋／新竹即時報導

竹科預防醫學論壇暌違2年多再次舉辦，此次主辦的

竹科管理協會邀請到成大醫學院長沈延盛、馬偕醫

院副院長葉宏一、奇美醫院副院長鄭天浚、董氏基

預防醫學論壇希望能結合科技力與醫學，讓竹科人 能重視健康。記者巫鴻瑋

／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4MTg=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AB%B9%E7%A7%91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86%AB%E5%AD%B8%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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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董事長張博雅及佳世達集團董事長陳其宏，更

傳將邀請鴻海集團重量級人物出席，希望透過科技

的力量與醫療進行結合，讓醫療行為不只是治療，

而是預防疾病發生。

竹科預防醫學論壇將在16日於國立清華大學台積館

科技管理學院孫運璿演講廳舉行，論壇召集人李道

霖表示，國人平均壽命已近81歲，但這幾年竹科發

生了幾件公司高層在壯年年紀就離世的憾事，讓人

意識必須採取行動，來照顧國家栽培不易的竹科人

才的健康。

身為 成功大學出身的李道霖也集結「成 大 人」資

源，包含台北成大校友會竹科分會、成大EMBA校友

會總會、成大科研產業化平台等單位，並邀請國內

胰臟癌權威、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沈

延盛進行主講。

論壇獲得竹科管理局長王永壯支持、國民健康署指

導及12 個聯合主辦單位贊助，包含預見科技桃花

源、工研院服務系統科技中心、新竹人間大學、資

誠會計師事務所、众社會企業、蕙竹成長社、IC之

音、新竹企經理會及竹科管理協會。

主辦協會也表示，第2屆竹科預防醫學論壇將是竹科

預防醫學月的起點，希望募集更多單位出錢出力，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6%B0%E7%AB%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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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頂尖醫療資源引進竹科，打造一個科技和醫療對

話的平台，同時也能為新產業動力注入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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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科技也要顧健康 第二屆竹科預防醫學論壇16日登場

2021-03-02 15:18

由一群竹科人發起的竹科管理協會將舉辦第二屆預防醫學論壇，邀重量級講師要竹科人懂科技，

更要重視健康。（記者洪美秀攝）

〔記者洪美秀／新竹報導〕由一群竹科人發起創設的竹科管理協會，將在16日舉辦第二屆

的竹科預防醫學論壇，目前報名人數幾乎秒殺額滿，論壇召集人李道霖說，這場預防醫學

論壇，要告訴竹科人，懂科技更要重視健康，只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創造科技的價值，且

演講者都是知名人士、更有企業大老板參與，歡迎竹科人來參加論壇。

李道霖說，這場預防醫學論壇16日下午5點半到9點半在清華大學台積館科技管理學院一樓

孫運璿演講廳登場，歡迎大家上竹科管理局官網查詢「最新消息」及報名。

有鑑國人平均壽命已近81歲，但這幾年竹科發生幾件公司高層在60壯年辭世的憾事，讓預

防醫學顯得重要，因此在一群竹科人號召下，成立竹科管理協會，並推動竹科人的健康預

防醫學，期許讓竹科人在工作壓力之餘，也要關心健康。

李道霖說，此次邀請重量級主講人，有推動多項台灣醫療結構性創新的總統府資政、董氏

基金會董事長張博雅、佳世達集團董事長陳其宏，及心血管權威馬偕總院副院長葉宏一，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1/03/02/3453644_1.jpg


2021/3/3 忙科技也要顧健康 第二屆竹科預防醫學論壇16日登場 - 即時新聞 - 自由健康網

https://health.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453644 2/2

勞工健康服務推廣計畫主持人奇美副院長鄭天浚，胰臟癌權威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等

人，將透過精采的預防醫學保健，提醒竹科人重視健康。

李道霖也說，第二屆竹科預防醫學論壇獲竹科管理局局長王永壯支持、且有衛福部國民健

康署指導，更有12個聯合主辦單位贊助，不到兩週即促成此論壇。此外，論壇外也有工研

院服科中心產品展示、國健署「腦中風防治」成果展示、董氏基金會菸害防治宣導，且有

紅外線測溫機，落實防疫要求。

李道霖說，此次第二屆竹科預防醫學論壇，是竹科預防醫學月的起點，呼籲竹科人在研發

新興科技之餘，也應重視身體健康，認識及了解身體的警訊，只有健康的身體，才能有創

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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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竹科人才健康　竹科預防醫學論壇盼引醫療資源
記者季大仁／新竹報導  2021-03-03 00:15

鑒於近年來竹科發生多起公司高層在60壯年別世的憾事，深覺必須採取行動照顧國

家栽培不易的竹科人才健康！「第二屆竹科預防醫學論壇」在竹科管理局局長王永壯

堅定支持、國民健康署指導，及12個聯合主辦單位贊助下，16日下午將在國立清華

大學台積館科技管理學院一樓孫運璿演講廳登場。即日起可上竹科管理局官網查詢

「最新消息」報名。

論壇召集人、竹科成大人李道霖表示，將邀請多位重量級主講人，包括曾推動多項台

灣醫療結構性創新的總統府資政、董氏基金會董事長張博雅、佳世達集團董事長陳其

宏，及心血管權威馬偕總院副院長葉宏一，勞工健康服務推廣計畫主持人奇美副院長





2021/3/3 關心竹科人才健康 竹科預防醫學論壇盼引醫療資源 | 台灣好新聞 TaiwanHot.net

https://www.taiwanhot.net/?p=909452 2/5

鄭天浚，胰臟癌權威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

論壇將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生醫產業負責人林玉寬會計師，及律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前常務理事暨新竹律師公會前理事長楊明勳所長主持。

「孫運璿演講廳」會場外，將有工研院服科中心產品展示、國健署「腦中風防治」成

果展示、董氏基金會菸害防治宣導。並憑報名確認信件享養生素食餐盒(佛光山法寶

寺炊膳)。中山科學研究院並提供紅外線測溫機，落實防疫要求。

12個單位包括欽泰講座 – 預見科技桃花源、工研院 服務系統科技中心、新竹人間大

學、資誠會計師事務所、眾社會企業、蕙竹成長社、台北成大校友會「竹科分會」、

成大EMBA校友會總會、成大 科研產業化平台、IC之音、新竹企經理會、竹科管理

協會。

李道霖表示，「第二屆竹科預防醫學論壇」，將是「竹科預防醫學月」的起點！這是

救人的工作，希望更多單位出錢出力，將頂尖醫療資源引進竹科，打造一個科技和醫

療對話的平台，幫助更多人健康長壽，也為開創台灣新產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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