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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長蘇慧貞與南紡總經理王立範代表雙方簽署
MOU。

成大與南紡簽訂MOU 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
／

2020/12/2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國立成

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與臺南紡織公司1

日下午在成大創意基地C-Hub，簽訂

專 業 技 術 交 流 產 學 合 作 備 忘 錄

（MOU），雙方未來將進行不同類型

的產學合作，結合理論與實務、產學

合作計畫，成大提供專業規劃技術，

支援南紡轉型經營，南紡則以豐富的

實務經營經驗，協助成大學術研究、

增加學生實習機會，結合教學、研究、實習與服務，共建長期之合作夥伴關係。
 

 成大校長蘇慧貞與南紡總經理王立範代表雙方簽署MOU。成大都市計畫學系主任

趙子元指出，面對氣候變遷，以永續發展為目標，人類應該對自己所做的種種發

展，提出相對應的對策，作為一個要提出對策的大學和企業，責任是非常重大的，

臺南紡織是臺南的龍頭企業，在地深耕超過60年，近年來積極轉型，朝多角化經

營，深入不同產業鏈，為臺南的生活機能提供更多元的服務，也為臺南創造更多的

商機及就業機會，因此促成成大與南紡進一步的合作和產學共創。
 

 成大蘇慧貞校長致詞時表示，某種程度上，城市和大學有很不一樣的關係，全台

的大學裡，也只有成大和台南建構了一個經典的典範，大學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

是透過不斷的創新，也不斷有效能、負責任的把創新轉譯成可行的方法，然後在場

域裡發生變化，並且確定那個場域是可長可久的，使下一個世代更有可能性。
 

 蘇慧貞校長說，當我們在與企業合作時，不是選擇可以創造最多的營收，不是最

多的個人效益，而是希望選擇的企業夥伴在創造新的價值，做出新的改變的時刻，

甚至對社會、國家、世界有貢獻時，成大能夠有著關鍵性角色。
 

 台南紡織總經理王立範表示，南紡已經成立65年，以往傳統產業總是專注在本業

的生產、製造，南紡目前在台南大約有25萬坪土地，未來仍有約13萬坪可以開發利

用、規劃，如何藉由南紡與成大的產、官、學、研的鏈結平台，讓協助地方發展的

過程中，也能提供就業機會，讓企業在追求獲利時，也能善盡社會責任，就是雙方

合作的具體表現。
 

 成大都市計畫學系指出，希望藉由與南紡簽訂備忘錄，共建長期之合作夥伴關

係，希望透過各自專長領域與資源的共享與互補，增加南紡轉型及永續規劃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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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成大學生學習與規劃設計實務經驗的機會。未來的合作項目包括：共同參與創

新空間規劃設計產學合作、爭取產學合作相關計畫資源，結合教學、研究、實習與

服務，相互支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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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紡土地活化 轉型科技園區
2020-12-02  121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右）與台南紡織總經理王立範（左）昨日簽訂專業技術交流產學合作備忘
錄。 （記者趙傳安攝）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台南紡織啟動仁德暨化纖廠區土地資產活化計畫，預計將四十六公頃工業區土地轉型為南紡科技園區，規劃５Ｇ、ＡＩ智慧相關產業發展主軸。一

日，南紡與成大簽署專業技術交流產學合作備忘錄。南紡表示，科技園區分三期開發，最快二０二四年啟用。 

簽約儀式一日下午在成大創意基地C-Hub舉行。在成大都計系主任趙子元引言見證下，南紡總經理王立範、成大校長蘇慧貞分別代表雙方簽署，宣

告即日起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 

蘇慧貞表示，成大與企業合作，並非以創造最多營收、最多效益為目的。而是希望企業夥伴創造新價值，對社會、國家、世界做出貢獻時，成大能扮

演關鍵性角色。 

王立範指出，南紡成立六十五年，過去專注本業的同時，也購置很多土地。目前南紡在台南市的土地面積約二十五萬兩千坪，扣除營運中的基地，還

有十三萬坪土地可運用開發。他強調，獲利雖然是企業的首要目標，過程中卻不可忽略應盡的社會責任。南紡集團總裁、股東長期投入公益慈善事

業，與成大簽訂合作備忘錄，就是企業社會責任具體實踐的一環。 

除了成大，南紡也將聯合台灣世曦、中華電信等國內工程、學研、電信專業龍頭合組園區開發團隊，以邁向百年企業的方向及目標。 

台南紡織積極活化土地資產，南紡仁德廠已於一０八年停產，今年再啟動活化計畫，將既有工業區土地轉型為南紡科技園區。

 將分三期開發，第一期為目前的南紡世貿展覽館區，基地有四萬零兩百九十坪。開發內容包括商展願景館、管理服務中心、育成中心、金融大樓、

辦公廠房等。第二期為仁德舊廠區，基地五萬五千四百五十坪，以研發、產業服務、廠辦、相關產業鏈聚集為主。第三期是目前仍在生產中的化學纖

維廠，面積四萬五千五百六十七坪，以產業支援基地為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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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與企業簽訂MOU 建立長期合作夥伴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與臺南紡織公司今(12/1)日

下午在成大創意基地C-Hub，簽訂專業技術交流產學合作備忘錄(MOU)，雙方未來將

進行不同類型的產學合作，結合理論與實務、產學合作計畫，成大提供專業規劃技

術，支援南紡轉型經營，南紡則以豐富實務經營經驗，協助成大學術研究、增加學生

實習機會，結合教學、研究、實習與服務，共建長期之合作夥伴關係。

成大校長蘇慧貞與南紡總經理王立範代表雙方簽署MOU。成大都市計畫學系主任趙子

元指出，面對氣候變遷，以永續發展為目標，人類應該對自己所做種種發展，提出相

對應對策，作為一個要提出對策大學和企業，責任是非常重大的，臺南紡織是臺南龍

頭企業，在地深耕超過60年，近年來積極轉型，朝多角化經營，深入不同產業鏈，為

臺南生活機能提供更多元服務，也為臺南創造更多商機及就業機會，因此促成成大與

南紡進一步的合作和產學共創。

勁報 2020/12/01 18:28(14小時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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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蘇慧貞校長致詞時表示，某種程度上，城市和大學有很不一樣關係，全台大學

裡，也只有成大和臺南建構了一個經典典範，大學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透過不斷創

新，也不斷有效能、負責任的把創新轉譯成可行方法，然後在場域裡發生變化，並且

確定那個場域是可長可久的，使下一個世代更有可能性。

蘇慧貞校長說，當我們在與企業合作時，不是選擇可以創造最多的營收，不是最多的

個人效益，而是希望選擇的企業夥伴在創造新的價值，做出新的改變的時刻，甚至對

社會、國家、世界有貢獻時，成大能夠有著關鍵性角色。

臺南紡織總經理王立範表示，南紡已經成立65年，以往傳統產業總是專注在本業的生

產、製造，南紡目前在臺南大約有25萬坪土地，未來仍有約13萬坪可以開發利用、規

劃，如何藉由南紡與成大產、官、學、研的鏈結平台，讓協助地方發展過程中，也能

提供就業機會，讓企業在追求獲利時，也能善盡社會責任，就是雙方合作具體表現。

成大都市計畫學系指出，希望藉由與南紡簽訂備忘錄，共建長期之合作夥伴關係，希

望透過各自專長領域與資源的共享與互補，增加南紡轉型及永續規劃能量，拓展成大

學生學習與規劃設計實務經驗的機會；未來的合作項目包括：共同參與創新空間規劃

設計產學合作、爭取產學合作相關計畫資源，結合教學、研究、實習與服務，相互支

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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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與南紡簽訂MOU 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

大成報／于郁金 2020.12.01 18:30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與臺南紡織公司今(12/1)

日下午在成大創意基地C-Hub，簽訂專業技術交流產學合作備忘錄(MOU)，雙方未來

將進行不同類型的產學合作，結合理論與實務、產學合作計畫，成大提供專業規劃技

術，支援南紡轉型經營，南紡則以豐富實務經營經驗，協助成大學術研究、增加學生實

習機會，結合教學、研究、實習與服務，共建長期之合作夥伴關係。  

 

成大校長蘇慧貞與南紡總經理王立範代表雙方簽署MOU。成大都市計畫學系主任趙子

元指出，面對氣候變遷，以永續發展為目標，人類應該對自己所做種種發展，提出相對

應對策，作為一個要提出對策大學和企業，責任是非常重大的，臺南紡織是臺南龍頭企

業，在地深耕超過60年，近年來積極轉型，朝多角化經營，深入不同產業鏈，為臺南

生活機能提供更多元服務，也為臺南創造更多商機及就業機會，因此促成成大與南紡進

一步的合作和產學共創。  

 

成大蘇慧貞校長致詞時表示，某種程度上，城市和大學有很不一樣關係，全台大學裡，

也只有成大和臺南建構了一個經典典範，大學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透過不斷創新，也

不斷有效能、負責任的把創新轉譯成可行方法，然後在場域裡發生變化，並且確定那個

場域是可長可久的，使下一個世代更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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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貞校長說，當我們在與企業合作時，不是選擇可以創造最多的營收，不是最多的個

人效益，而是希望選擇的企業夥伴在創造新的價值，做出新的改變的時刻，甚至對社

會、國家、世界有貢獻時，成大能夠有著關鍵性角色。  

 

臺南紡織總經理王立範表示，南紡已經成立65年，以往傳統產業總是專注在本業的生

產、製造，南紡目前在臺南大約有25萬坪土地，未來仍有約13萬坪可以開發利用、規

劃，如何藉由南紡與成大產、官、學、研的鏈結平台，讓協助地方發展過程中，也能提

供就業機會，讓企業在追求獲利時，也能善盡社會責任，就是雙方合作具體表現。  

 

成大都市計畫學系指出，希望藉由與南紡簽訂備忘錄，共建長期之合作夥伴關係，希望

透過各自專長領域與資源的共享與互補，增加南紡轉型及永續規劃能量，拓展成大學生

學習與規劃設計實務經驗的機會；未來的合作項目包括：共同參與創新空間規劃設計產

學合作、爭取產學合作相關計畫資源，結合教學、研究、實習與服務，相互支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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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報 (2020-12-01 18:30)

大學與南紡簽訂MOU 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與臺南紡織公

司今(12/1)日下午在成大創意基地C-Hub，簽訂專業技術交流產學合作備忘

錄(MOU)，雙方未來將進行不同類型的產學合作，結合理論與實務、產學

合作計畫，成大提供專業規劃技術，支援南紡轉型經營，南紡則以豐富實

務經營經驗，協助成大學術研究、增加學生實習機會，結合教學、研究、

實習與服務，共建長期之合作夥伴關係。  
 

成大校長蘇慧貞與南紡總經理王立範代表雙方簽署MOU。成大都市計畫學

系主任趙子元指出，面對氣候變遷，以永續發展為目標，人類應該對自己

所做種種發展，提出相對應對策，作為一個要提出對策大學和企業，責任

是非常重大的，臺南紡織是臺南龍頭企業，在地深耕超過60年，近年來積

https://news.sina.com.tw/cobrand/great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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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轉型，朝多角化經營，深入不同產業鏈，為臺南生活機能提供更多元服

務，也為臺南創造更多商機及就業機會，因此促成成大與南紡進一步的合

作和產學共創。  

成大蘇慧貞校長致詞時表示，某種程度上，城市和大學有很不一樣關係，

全台大學裡，也只有成大和臺南建構了一個經典典範，大學有一個重要功

能，就是透過不斷創新，也不斷有效能、負責任的把創新轉譯成可行方

法，然後在場域裡發生變化，並且確定那個場域是可長可久的，使下一個

世代更有可能性。  

蘇慧貞校長說，當我們在與企業合作時，不是選擇可以創造最多的營收，

不是最多的個人效益，而是希望選擇的企業夥伴在創造新的價值，做出新

的改變的時刻，甚至對社會、國家、世界有貢獻時，成大能夠有著關鍵性

角色。  

臺南紡織總經理王立範表示，南紡已經成立65年，以往傳統產業總是專注

在本業的生產、製造，南紡目前在臺南大約有25萬坪土地，未來仍有約13

萬坪可以開發利用、規劃，如何藉由南紡與成大產、官、學、研的鏈結平

台，讓協助地方發展過程中，也能提供就業機會，讓企業在追求獲利時，

也能善盡社會責任，就是雙方合作具體表現。  

成大都市計畫學系指出，希望藉由與南紡簽訂備忘錄，共建長期之合作夥

伴關係，希望透過各自專長領域與資源的共享與互補，增加南紡轉型及永

續規劃能量，拓展成大學生學習與規劃設計實務經驗的機會；未來的合作

項目包括：共同參與創新空間規劃設計產學合作、爭取產學合作相關計畫

資源，結合教學、研究、實習與服務，相互支援交流。



2020/12/2 大學與南紡簽訂MOU 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體育新聞-新浪新聞中心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01201/37033006.html 3/7



2020/12/2 成大、南紡簽訂MOU 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 | ETtoday生活新聞 | ETtoday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1201/1866978.htm 1/4

ETtoday新聞雲 > 生活 2020年12月01日 18:56

成大、南紡簽訂MOU　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
係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與台南紡織公司1日下午在成大創意基地C-Hub，簽訂專業技術

交流產學合作備忘錄。（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與台南紡織公司1日下午在成大創意基地C-Hub，簽訂專業

技術交流產學合作備忘錄，雙方結合理論與實務產學合作計畫，成大提供專業規

劃技術，支援南紡轉型經營，南紡則以豐富實務經營經驗，協助成大學術研究、

增加學生實習機會，結合教學、研究、實習與服務，共建長期之合作夥伴關係。

成大校長蘇慧貞與南紡總經理王立範代表雙方簽署合作備忘錄MOU。成大都市計

畫學系主任趙子元指出，面對氣候變遷，以永續發展為目標，人類應該對自己所

做的種種發展，提出相對應的對策，作為一個要提出對策的大學和企業，責任是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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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大的，臺南紡織是臺南的龍頭企業，在地深耕超過60年，近年來積極轉

型，朝多角化經營，深入不同產業鏈，為臺南的生活機能提供更多元的服務，也

為臺南創造更多的商機及就業機會，因此促成成大與南紡進一步的合作和產學共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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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蘇慧貞校長表示，某種程度上，城市和大學有很不一樣的關係，全台的大學

裡，也只有成大和台南建構了一個經典的典範，大學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透

過不斷的創新，也不斷有效能、負責任的把創新轉譯成可行的方法，然後在場域

裡發生變化，並且確定那個場域是可長可久的，使下一個世代更有可能性。

蘇慧貞校長說，當我們在與企業合作時，不是選擇可以創造最多的營收，不是最

多的個人效益，而是希望選擇的企業夥伴在創造新的價值，做出新的改變的時

刻，甚至對社會、國家、世界有貢獻時，成大能夠有著關鍵性角色。

台南紡織總經理王立範表示，南紡已經成立65年，以往傳統產業總是專注在本業

的生產、製造，南紡目前在台南大約有25萬坪土地，未來仍有約13萬坪可以開發

利用、規劃，如何藉由南紡與成大的產、官、學、研的鏈結平台，讓協助地方發

展的過程中，也能提供就業機會，讓企業在追求獲利時，也能善盡社會責任，就

是雙方合作的具體表現。

成大都市計畫學系指出，希望藉由與南紡簽訂備忘錄，共建長期之合作夥伴關

係，希望透過各自專長領域與資源的共享與互補，增加南紡轉型及永續規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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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拓展成大學生學習與規劃設計實務經驗的機會。未來的合作項目包括：共同

參與創新空間規劃設計產學合作、爭取產學合作相關計畫資源，結合教學、研

究、實習與服務，相互支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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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南紡簽MOU 四大面向邁向永續發展

成功⼤學近年來推動NCKU 2030教研策略，對內整合校內資源，對外尋求合作夥伴，朝著 SDGs

永續發展⽬標邁進，攜⼿共創永續未來，為下⼀代的發展奠定基礎，1⽇成⼤都市計畫學系與臺南
紡織公司，在成⼤創意基地C-Hub，由成⼤校⻑蘇慧貞與南紡總經理王⽴範代表雙⽅簽署MOU，
並以後疫情時代的新永續環境發展為主題，集結產、官、學、研等專家，共同探討在國⼟、都市
氣候、健康城鄉及智慧城市等四個⼤⾯向下，如何⾯對後疫情時代挑戰及如何達成永續發展的⽅
向與⽬標。

成⼤校⻑蘇慧貞表⽰，某種程度上，城市和⼤學有很不⼀樣的關係，全台的⼤學裡，也只有成⼤
和台南，建構了⼀個經典典範，⼤學有⼀個重要的功能，就是透過不斷的創新，也不斷有效能、
負責任的把創新，轉譯成可⾏的⽅法，然後在場域裡發⽣變化，使下⼀個世代更具可能性。

蘇慧貞校⻑說，當我們在與企業合作時，不是選擇可以創造最多的營收，不是最多的個⼈效益，
⽽是希望選擇的企業夥伴，在創造新的價值，做出新的改變的時刻，甚⾄對社會、國家、世界有
貢獻時，成⼤都能扮演著關鍵性⾓⾊。

台南紡織總經理王⽴範表⽰，南紡已經成⽴65年，以往傳統產業總是專注在本業的⽣產、製造，
南紡⽬前在台南⼤約有25萬坪⼟地，未來仍有約13萬坪可以開發利⽤、規劃，如何藉由南紡與成
⼤的產、官、學、研的鏈結平台，讓協助地⽅發展的過程中，也能提供就業機會，讓企業在追求
獲利時，也能善盡社會責任，就是雙⽅合作的具體表現。

2020-12-01 19:05 經濟日報 張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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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於2015年提出17項「永續發展⽬標」，不僅界定如何創造更永續的環境，也系統性定義出
未來教育的創新及⽅向，有鑒於此，成功⼤學積極推動NCKU 2030教研策略，提出「⼈ (People)

為本促進福址」、「共融設計永續環境 (Planet) 」、「創新突破加速成⻑ (Prosperity) 」、「尊
重多元促進和平  (Peace) 」、「跨域整合繁榮發展  (Partnership) 」等五⼤永續發展策略準則
（SDSP），希望以永續發展的思維⽅法，締結永續發展的解決⽅案。

2020 年英國泰晤⼠⾼等教育（THE）世界⼤學影響⼒排名，依據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標，做
為⼤學對社會影響⼒的評⽐，成功⼤學排名全台最⾼，亞洲第⼆，全球第 38 名，共計11項進⼊世
界百⼤，其中第9項「產業、創新與 基礎建設」表現最優，排名世界第 10名，顯⽰成⼤將 SDGs

做為校務發展的重⼤⽬標，已得到世界的重視。

論壇上，由成⼤規劃與設計學院學有專精的學者擔任主持⼈，邀請產、官、學、研等專家學者，
針對韌性國⼟、都市氣候、健康城鄉及智慧城市等四個⼤⾯向下，共同探討後疫情時代挑戰及如
何達成永續發展的⽅向與⽬標。

成⼤校⻑蘇慧貞（右）與南紡總經理王⽴範代表雙⽅簽署MOU。 成⼤/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0/12/01/2/9174518.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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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計畫學系主任趙⼦元指出，⾯對氣候變遷，以永續發展為⽬標，⼈類應該對⾃⼰所做的
種種發展，提出相對應的對策，作為⼀個要提出對策的⼤學和企業，責任是⾮常重⼤的，臺南紡
織是臺南的⿓頭企業，在地深耕超過60年，近年來積極轉型，朝多⾓化經營，深⼊不同產業鏈，
為臺南的⽣活機能，提供更多元的服務，也為臺南創造更多的商機及就業機會，因此促成成⼤與
南紡進⼀步的合作和產學共創。

成功⼤學校⻑蘇慧貞（右）也在論壇後，與專家學者互動。 成⼤/提供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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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紡總經理王立範(圖左)與成大校長蘇慧貞完成簽定雙方合作MOU。圖／陳惠珍

南紡與成大今日簽定專業技術交流產學合作備忘錄
工商 陳惠珍22:25 2020/12/01

台南紡織公司總經理王立範，今(1)日首度與南台灣知名的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共同完成簽定專

業技術交流產學合作備忘錄；王立範表示，已邁入第65個年頭的南紡集團，除了將持續專注本業

之外，今年(109)已正式啟動仁德暨化纖廠區土地資產活化規劃，第一期開發的基地面積共40,290

坪，主要項目含商展願景館、管理服務中心、育成中心、金融大樓、廠房辦公區等。

南紡集團與成功大學的合作目標，期透過建立校內共識，盤點成功大學機會與優勢，延伸校內資

源應用，至提升全球影響力，均圍繞永續發展思維，達到成大2030教研願景。成大校長蘇慧貞表

示，南紡擁有龐大的資產重新活化，促成成大跨領域跨部門的產學合作，共創新利基。

王立範指出，南紡是傳統企業，除再精進紡織本業，全市計有25萬2千坪土地資產，扣除正營運

及生產的用地，可立即投入土地開發共有13萬坪土地。透過此次與成大合作平台，有助於企業永

續經營與善盡社會責任，精進產官學研的鏈結，為地方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南紡指出，「109年臺灣正式進入5G時代，因應國內外產業發展趨勢，近年來，公司更積極活化

土地資產，繼仁德廠於108年停廠之後，今年(109)正式啟動仁德暨化纖廠區土地資產活化規劃，

將既有46公頃工業區土地轉型為南紡科技園區（TST PARK），規劃以5G、AI智慧相關產業為園

區產業發展主軸，作為臺灣第一個民間主動投入，以科園理念進行規劃設計、建設與管理，滿足

5G產業需求的全方位科技園區。

南紡也已聯合國內工程、學研與電信各界專業龍頭：台灣世曦、成功大學與中華電信，共同組織

堅強園區開發團隊，持續推動各方參與智慧型、數位型、創新性、永續性的空間規劃及資產活化

工作。

該計畫團隊夥伴組成多元化，互相分享專業知識與資源，台灣世曦做為國內專業工程規劃公司，

引入過去國內竹科、中科與南科等大型園區開發經驗，提供三生智慧化園區須具備成功要素。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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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紡今日已正式與成大簽訂MOU，將共同推動產官學鏈結、地方永續發展、大學及企業社會責任

實踐，並建立園區高端知識互換平台，嫁接各領域專業人才；中華電信則為園區5G技術的重要核

心成員，提供5G基礎環境布建、測試技術支援、建立數位科技展示平台、並提供產業企業專網等

知識。

預定2024年正式進入開發時程的第一期開發基地面積共40,290坪(現南紡世貿展覽館區），內容

包括商展願景館、管理服務中心、育成中心、金融大樓、廠房辦公；第二期的基地面積有55,450

坪（現仁德舊廠），將以研發、產業服務、廠辦、相關產業鏈聚集為主；第三期基地面積有

45,567坪（現化學纖維廠生產中），將以產業支援基地為重心。

南紡表示，南紡科技園區將打造成為國際層級的園區，服務涵蓋研發、設計與製造，企業可在園

區內部得到創業培訓、市場開發、科技推廣、管理諮詢等企業全生命週期，南紡科技園區同時作

為試驗場域與生活配套，企業可在園區內安心穩健的發展，南紡科技園區所帶動區域產業群聚效

益，將進一步強化南臺灣科技廊道能量，連結南科、沙崙園區，成為驅動南部新興產業發展引擎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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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攜手台大談企業新創 開創外部創新平台

由成⼤新創加速中⼼與台⼤創創中⼼共同舉辦「企業創新論壇」，1⽇在成⼤光復校區歷史⽂物館
舉⾏，不僅吸引近20家企業代表與會，論壇活動更邀請成⼤新創加速中⼼主任張巍勳、台⼤創創
中⼼執⾏⻑曾正忠、聯合報健康事業部副營運⻑吳貞瑩、WaCare遠距健康執⾏⻑暨創辦⼈潘⼈
豪，透過實際案例，共同探討企業新事業發展的成⻑策略、⽅向，並分享企業如何透過與新創團
隊合作，共創雙贏，引起現場許多企業代表共鳴及討論。

成⼤產學創新總中⼼主任莊偉哲表⽰，成⼤在2019年整整1年，發明揭露數就有232件，149件專
利申請數、有效專利數更達1,400件，近10年專利獲證率達71%，產學合作公司達525間，近5年
產學合作平均⾦額約45億元，⽽成⼤專利技轉率近17%，更是領先台灣其他⼤學，成績斐然。

成⼤新創加速中⼼主任張巍勳表⽰，當企業提出外部創新需求時，透過公開招募及評選，具專業
⼒與新創⼒的新創團隊，為企業提供多元化跨領域解決⽅案，不但可跨出原本的產業別，尋找更
多可能性，也能讓新創公司在成⽴初期，有機會快速驗證、找到可獲利的商業模式，使團隊的研
發技術，實際應⽤於產業，成⼤積極建構完整的新創⽣態系，企業垂直加速器在這⽣態系中，將
扮演⼀個重要的⾓⾊，協助新創團隊在新創這條路，⾛得更遠，也讓企業開創競爭優勢。

2020-12-02 09:10 經濟日報 張傑

由成⼤新創加速中⼼與台⼤創創中⼼共同舉辦「企業創新論壇」，吸引多家企業代表與會。 成⼤/提供

讚 1 分享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0/12/02/2/9176795.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s%3A%2F%2Fmoney.udn.com%2Fmoney%2Fstory%2F5635%2F5059374&display=popup&ref=plugin&src=like&kid_directed_site=0&app_id=26784655005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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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創創中⼼曾正忠執⾏⻑表⽰，企業⾯對永續經營或是外部創新，往往常有 成⻑動能轉型、成
⻑轉型策略、組織機制、⼈或是⽂化等⾯向的問題，但企業在發展新事業部⾨時，其執⾏成功關
鍵與否，在於是否具有⾜夠且⾼品質的內、外部資訊來源，及創新管理機制。

根據研究指出，台灣百⼤企業從2010到2017年，其營收複合平均成⻑率只有3.1%，稅前盈餘
(EBIT)的複合平均成⻑率只有3.9%，且股東權益總額及股本總額的⽐值從2.6，提⾼到3.38，但
資本⽀出總額呈現負成⻑(-6.3%)，主要投資在成⻑轉型階段過於保守，處於低成⻑。



2020/12/2 成大攜手台大談企業新創 開創外部創新平台 | 熱門亮點 | 商情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5059374 3/4

論壇活動更邀請成⼤新創加速中⼼主任張巍勳（右起）、台⼤創創中⼼執⾏⻑曾正忠、WaCare遠距健康執⾏⻑暨創辦⼈潘⼈豪、聯

合報健康事業部副營運⻑吳貞瑩透過實際案例，共同探討企業新事業發展的成⻑策略、⽅向。 成⼤/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0/12/02/2/9176799.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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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正忠執⾏⻑指出，許多企業在創新上，⼤多數採取企業創投，或是設⽴加速器、孵化器，或是
設⽴創新實驗室等作法，台⼤創創中⼼與成⼤新創加速器攜⼿合作，就是希望架構⼀個外部創新
平台，協助企業擬訂外部創新策略及執⾏規劃⽅案，並透過執⾏機制建⽴，去驗證新創與企業合
作的商業價值。

聯合報健康事業部副營運⻑吳貞瑩表⽰，聯合報在2021年即將邁⼊70年，許多閱讀者跟著聯合報
⼀同邁⼊⽼年，也因為看準⽼年化的社會趨勢，在健康產業上，聯合報利⽤既有的內容報導的優
勢及基礎，提供了內容、網站到服務的整合性⾏銷，且輔以聯合報內容數據中⼼，分析其主要使
⽤客群是誰？客群⼜需要什麼？的數據分析資料。

四年前，聯合報成⽴了失智、時空記憶旅⼈粉絲團，⽬前粉絲團擁有11萬多粉絲⼈數，有六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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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說故事》工學院校徽

文、圖╱周鴻猷  2020-12-01 02:00

兩年前，成功大學邀請畢業六十周年的校友回母校，參加校友會及母校八十七

年周年校慶，當時心想十年前受邀都去了，這次更不能錯過，於是馬上報名參

加。從美赴台、同系的同學共有五位，當天上午校慶完畢，晚上還有校友之夜

的晚宴，從各國各地來參加的校友近千人；宴會前校長蘇慧貞在台上分別贈送

畢業五十年及六十年的校友一頂帽子，第一個叫到名字的竟然是我。更驚喜地

是，見到了數十年未見面的親侄子，不禁使我想起以往的一切，和保存了六十

多年的一枚工學院校徽。

一九五四年中學畢業後，參加了四院校聯考，那時能授予學士學位、在畢業時

可以戴方帽子的只有四個學校，四院校是指國立台灣大學、台灣省立師範學

院、台灣省立農學院和台灣省立工學院。

保存了六十多年的工學院校徽。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5%8F%B0%E7%81%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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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範學院設在台北，俗稱台北師範學院，就是現在的國立師範大學；農學院在

台中，俗稱台中農學院，即今日的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在台南，俗稱台南工

學院，就是現今的國立成功大學。

四院校聯考考生大約三萬餘人，錄取名額三千人，科系分甲、乙、丙三組，甲

組是理工科，錄取最高分數是在土木工程系；乙組是文科最高分落在法律系；

丙組是農科和醫科，最高分是醫學系。

我有幸考取工學院土木工程系，這枚校徽是報到入學時拿到的，背後的學號是

一○二三。

在我大三時，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工學院改制為大學，畢業時正式校名是台灣省

立成功大學，是成大第三屆畢業生，時間過得真快，今年的畢業學生應該是成

大第六十五屆畢業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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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貓族剋星 智慧光照搖籃曲
2020/12/01 19:48:41

根據衛福部調查，國內有6成的學生，每天晚上平均睡不到7小時，國立成功大學發現，學生光
足，再加上壓力大容易失眠，研究仿日光的智慧光照系統進行實驗，發現台南女中實驗班級中
27%的夜貓族，提早上床睡覺。觸控模式，調整出教室內最適合的光線，你看看兩間教室，左
統教室亮度，右邊則是智慧光照系統，光源仿照太陽光譜，就是這個亮度，成大研究團隊發現
升學習能力。

成功大學AI4DT中心 王振興：「白天能夠增加教室裡面照度，晚上 相形之下 縱使他有熬夜，其
為白日的照度，比晚上的照度還多，所以他的生理時鐘部分，不至於被打亂。」  

原來學生曬太陽不夠，影響褪黑激素，同時課業壓力大，容易失眠晚睡，

根據統計，國外青少年睡眠時間，是8到10小時，但在台灣，有六成的學生，每天平均睡不到七
時。

台南女中學生 莊翔琳：「睡飽一點 隔天一定精神比較好，因為想睡覺的話 連課都不想上 。」 

台南女中學生 郭婕琳：「更加注意自己要提早上床睡覺，在正常時間 睡覺跟起床，才會對學習
幫助。」  

台南女中校長 鄭文儀：「對於不同生理時鐘的同學，他就不會因為統一的上課時間，影響到他
習。」  

利用光照調整生理時鐘，這項研究在台南女中，進入第二年，已經成功讓27%的夜貓族，提早
希望找出更適合的照度，能調整學生作息，改善日夜節律。

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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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文化藝術館舉辦客家老生活特展開幕茶會與會貴
賓合影。

「客家老生活特展」 嘉藥攜手成大再現客家多元風情
／

2020/12/2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嘉南藥

理大學文化藝術館攜手成大客家研究

中心在嘉南文化藝術館舉辦為期兩個

月的「客家老生活特展」，並於1日舉

行隆重的開幕茶會，本次特展以「宗

祠堂號」、「特色客家獅」、「帶動

習武風氣」、「客語布袋戲」、「最

早的流行唱盤」、「客家食物和器

具」等六大主題，呈現傳統客家生活的食、衣、住、娛樂等不同面貌，希望透過展

示客家傳統器物及搭配各式情境區，讓參觀學生與民眾能更貼近客家文化與精神，

進而提升校園文藝氣息。
 

 本次展覽除了常見傳統客家器物展示外，還有客家擂茶文化體驗、最早的流行唱

盤及客家食物和器具，有別於其他擂茶多以糖、刺五加、香菜、萬壽菊增加風味，

此次則遵從客家傳統，加入鹽巴佐以艾草提香，「最早的流行唱盤」意指最早推出

的客家八音唱盤，而其留存聲音還是當時遠到東京錄音室錄製而來。客家食物和器

具則展出「氣死貓」，傳統將肉品高掛的保存方式，重現客家族群遠渡重洋而來的

艱苦移民環境及刻苦的客家精神。
 

 策展人成大客家中心黃玉晴博士特別將個人私藏加入本次展覽中，更在現場娓娓

道來許多珍貴的客家典故，早期相當著名的西螺七俠電視劇，其中的「阿善師」便

是客家人，而他傳奇的一生也成為客語布袋戲的藍本。嘉藥校長李孫榮致詞時，除

了感謝成大客家中心的協助，促成此次跨校合作外，也以「一等人忠臣孝子 二件事

讀書耕田」來勉勵現場參加展覽的學子，向客家人刻苦硬頸的精神看齊，腳踏實地

做學問。
 

 透過日常中的傳統器物了解客家文化，實為體現客家精神的最好方式。因此，該

特展活動展期將展至明年2月1日，歡迎前往觀賞，讓民眾從生活中看見更多客家身

影。欲蒞臨參觀嘉南文化藝術館辦法如下：嘉南文化藝術館（嘉藥圖書資訊館九

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5：00。E-mail:box834@mail.cnu.edu.tw。

參觀方式：免費參觀。團體導覽：依預約參觀時間，安排解說員導覽。現場機動導

覽：解說員視參觀人數或參觀者需求，隨時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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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攜手客家研究中心舉辦「客家老生活特展」 呈現
傳統客家生活
 2020/12/01  陳遍綠 (HTTPS://IKH.TW/0980059919)  122

嘉藥大學文化藝術館攜手成大客家研究中心在嘉南文化藝術館舉辦為期兩個月
的「客家老生活特展」，並舉行隆重的開幕茶會，本次特展以「宗祠堂號」、
「特色客家獅」、「帶動習武風氣」、「客語布袋戲」、「最早的流行唱
盤」、「客家食物和器具」等六大主題，呈現傳統客家生活的食、衣、住、娛
樂等不同面貌。

https://ikh.tw/0980059919


2020/12/2 【鮮週報】嘉藥攜手客家研究中心舉辦「客家老生活特展」 呈現傳統客家生活

https://ikh.tw/freshweekly/?pn=vw&id=39szcrel9g6y 2/4

▲同學們聚精會神觀賞展覽。

展覽除常見傳統客家器物展示外，有客家擂茶文化體驗，而此次擂茶遵從客家
傳統，加入鹽巴佐以艾草提香；「最早的流行唱盤」意指最早推出的客家八音
唱盤，而其留存聲音還是當時遠到東京錄音室錄製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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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擂茶研究者莊臺芳現場教導學生製作出最傳統的客家擂茶。

策展人成大客家中心黃玉晴博士特別將個人私藏加入本次展覽中，更在現場娓
娓道來許多珍貴的客家典故。嘉藥校長李孫榮致詞時，除感謝成大客家中心的
協助，也以「一等人忠臣孝子 二件事讀書耕田」來勉勵現場參加展覽的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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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晴博士導覽介紹客家文物。

該特展活動展期將展至明年2月1日，歡迎前往觀賞，讓民眾從生活中看見更多
客家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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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嘉藥客家展 體驗古早風情
2020-12-02  42

嘉藥客家老生活特展揭幕，客家擂茶研究者莊臺芳（左四）現場教導學生製作出最傳統的客家擂
茶。 （記者黃文記攝）

 記者黃文記／仁德報導 

 嘉南藥理大學文化藝術館攜手成大客家研究中心舉辦「客家老生活特展」，呈現傳統客家生活的食、衣、住、娛樂等不同面貌，希望透過展示客家

傳統器物及搭配各式情境區，讓參觀者能更貼近客家文化與精神，進而提升校園文藝氣息。 

 特展一日舉辦開幕茶會，展覽有「宗祠堂號」、「特色客家獅」、「帶動習武風氣」、「客語布袋戲」、「最早的流行唱盤」、「客家食物和器

具」等六大主題，除了常見傳統客家器物展示，還有客家擂茶文化體驗；有別於其他擂茶多以糖、刺五加、香菜、萬壽菊增加風味，這次則遵從客家

傳統，加入鹽巴佐以艾草提香。 

 「最早的流行唱盤」意指最早推出的客家八音唱盤，其留存聲音還是當時遠赴東京錄音室錄製而來；客家食物和器具則展出客家人將肉品高掛保存

的「氣死貓」用具，重現客家族群遠渡重洋而來的艱苦移民環境及刻苦的客家精神。 

 策展人成大客家研究中心黃玉晴博士，特別將個人私藏加入這次展覽中，更在現場娓娓道來許多珍貴的客家典故，早期相當著名的《西螺七崁》電

視劇，劇中主角「阿善師」便是客家人，而他傳奇的一生也成為客語布袋戲的藍本。 

 嘉藥校長李孫榮感謝成大客家中心促成這次跨校合作，也以「一等人忠臣孝子，二件事讀書耕田」來勉勵現場參加展覽的學子，向客家人刻苦硬頸

的精神看齊，腳踏實地做學問。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category/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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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客家老生活特展再現客家多元風情

嘉南藥理⼤學⽂化藝術館攜⼿成⼤客家研究中⼼在嘉南⽂化藝術館舉辦為期兩個⽉的「客家⽼⽣
活特展」，並於今⽇舉⾏隆重的開幕茶會，本次特展以「宗祠堂號」、「特⾊客家獅」、「帶動
習武⾵氣」、「客語布袋戲」、「最早的流⾏唱盤」、「客家⾷物和器具」等六⼤主題，呈現傳
統客家⽣活的⾷、⾐、住、娛樂等不同⾯貌，希望透過展⽰客家傳統器物及搭配各式情境區，讓
參觀學⽣與⺠眾能更貼近客家⽂化與精神，進⽽提升校園⽂藝氣息。

本次展覽除了常⾒傳統客家器物展⽰外，還有客家擂茶⽂化體驗、最早的流⾏唱盤及客家⾷物和
器具，有別於其他擂茶多以糖、刺五加、⾹菜、萬壽菊增加⾵味，此次則遵從客家傳統，加⼊鹽
巴佐以艾草提⾹，「最早的流⾏唱盤」意指最早推出的客家⼋⾳唱盤，⽽其留存聲⾳還是當時遠
到東京錄⾳室錄製⽽來。客家⾷物和器具則展出「氣死貓」，傳統將⾁品⾼掛的保存⽅式，重現
客家族群遠渡重洋⽽來的艱苦移⺠環境及刻苦的客家精神。策展⼈成⼤客家中⼼⿈⽟晴博⼠特別
將個⼈私藏加⼊本次展覽中，更在現場娓娓道來許多珍貴的客家典故，早期相當著名的⻄螺七俠
電視劇，其中的「阿善師」便是客家⼈，⽽他傳奇的⼀⽣也成為客語布袋戲的藍本。嘉藥校⻑李
孫榮致詞時，除了感謝成⼤客家中⼼的協助，促成此次跨校合作外，也以「⼀等⼈忠⾂孝⼦⼆件
事讀書耕⽥」來勉勵現場參加展覽的學⼦，向客家⼈刻苦硬頸的精神看⿑，腳踏實地做學問。

透過⽇常中的傳統器物了解客家⽂化，實為體現客家精神的最好⽅式。因此，該特展活動展期將
展⾄明年2⽉1⽇，歡迎前往觀賞，讓⺠眾從⽣活中看⾒更多客家⾝影。欲蒞臨參觀嘉南⽂化藝術
館辦法如下：嘉南⽂化藝術館 (嘉藥圖書資訊館九樓)星期⼀⾄星期五上午9時⾄下午5時，參觀參
觀，可申請團體導覽，依預約參觀時間，安排解說員導覽，現場亦有機動導覽解說員，視參觀⼈
數或參觀者需求隨時導覽。電話(06)266-2517、266-9760。

2020-12-02 09:18 經濟日報 黃逢森

讚 0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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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聚精會神觀賞展覽。 嘉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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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擂茶研究者莊臺芳現場教導學⽣製作出最傳統的客家擂茶。 嘉藥／提供

現場提供客家擂茶體驗活動。 嘉藥／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0/12/02/2/9176800.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2020/12/2 嘉藥客家老生活特展再現客家多元風情 | 產學研訓 | 商情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3/5059381 4/4

⿈⽟晴博⼠導覽介紹客家⽂物。 嘉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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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文化藝術館舉辦客家老生活特展開幕茶會與會貴賓合影

現場提供客家擂茶體驗活動

黃玉晴博士導覽介紹客家文物

嘉藥客家老生活特展再現客家多元風情

嘉藥客家老生活特展再現客家

多元風情

(中央社訊息服務20201202

09:15:24)嘉南藥理大學文化藝

術館攜手成大客家研究中心在

嘉南文化藝術館舉辦為期兩個

月的「客家老生活特展」，並

於今日舉行隆重的開幕茶會，

本次特展以「宗祠堂號」、

「特色客家獅」、「帶動習武

風氣」、「客語布袋戲」、

「最早的流行唱盤」、「客家

食物和器具」等六大主題，呈

現傳統客家生活的食、衣、

住、娛樂等不同面貌，希望透

過展示客家傳統器物及搭配各

式情境區，讓參觀學生與民眾

能更貼近客家文化與精神，進

而提升校園文藝氣息。

本次展覽除了常見傳統客家器

物展示外，還有客家擂茶文化

體驗、最早的流行唱盤及客家

食物和器具，有別於其他擂茶

多以糖、刺五加、香菜、萬壽

菊增加風味，此次則遵從客家

傳統，加入鹽巴佐以艾草提

香，「最早的流行唱盤」意指

最早推出的客家八音唱盤，而

其留存聲音還是當時遠到東京錄音室錄製而來。客家食物和器具則展出「氣死貓」，

傳統將肉品高掛的保存方式，重現客家族群遠渡重洋而來的艱苦移民環境及刻苦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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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精神。

策展人成大客家中心黃玉晴博士特別將個人私藏加入本次展覽中，更在現場娓娓道來

許多珍貴的客家典故，早期相當著名的西螺七俠電視劇，其中的「阿善師」便是客家

人，而他傳奇的一生也成為客語布袋戲的藍本。

嘉藥校長李孫榮致詞時，除了感謝成大客家中心的協助，促成此次跨校合作外，也以

「一等人忠臣孝子 二件事讀書耕田」來勉勵現場參加展覽的學子，向客家人刻苦硬頸

的精神看齊，腳踏實地做學問。

欲蒞臨參觀嘉南文化藝術館辦法如下：

嘉南文化藝術館(嘉藥圖書資訊館九樓)

��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5：00

�� E-mail:box834@mail.cnu.edu.tw

�� 參觀方式：免費參觀

�� 團體導覽：依預約參觀時間，安排解說員導覽。

�� 現場機動導覽：解說員視參觀人數或參觀者需求，隨時導覽。

�� 洽詢電話：(06)266-2517、266-9760

訊息來源：嘉南藥理大學

本文含多媒體檔 (Multimedia files included)：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84145.aspx

  



2020/12/2 嘉藥客家老生活特展 6大客家多元風情-運動-HiNet生活誌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137834 1/7

嘉藥客家老生活特展 6大客家多元風情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嘉南藥理大學文化藝術館攜手成大客家研究中心在嘉南

文化藝術館舉辦為期2個月「客家老生活特展」，並於今日舉行隆重開幕茶會，本次特

展以「宗祠堂號」、「特色客家獅」、「帶動習武風氣」、「客語布袋戲」、「最早

的流行唱盤」、「客家食物和器具」等6大主題，呈現傳統客家生活的食、衣、住、娛

樂等不同面貌，希望透過展示客家傳統器物及搭配各式情境區，讓參觀學生與民眾能

更貼近客家文化與精神，進而提升校園文藝氣息。

本次展覽除了常見傳統客家器物展示外，還有客家擂茶文化體驗、最早的流行唱盤、

客家食物和器具，有別於其他擂茶多以糖、刺五加、香菜、萬壽菊增加風味，此次則

遵從客家傳統，加入鹽巴佐以艾草提香，「最早的流行唱盤」意指最早推出的客家八

音唱盤，而其留存聲音還是當時遠到東京錄音室錄製而來；客家食物和器具則展出

「氣死貓」，傳統將肉品高掛保存方式，重現客家族群遠渡重洋而來的艱苦移民環境

及刻苦客家精神。

策展人成大客家中心黃玉晴博士特別將個人私藏加入本次展覽中，更在現場娓娓道來

勁報 2020/12/01 15:21(20小時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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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珍貴客家典故，早期相當著名西螺七俠電視劇，其中「阿善師」便是客家人，而

他傳奇的一生也成為客語布袋戲藍本。

嘉藥校長李孫榮致詞時，除感謝成大客家中心的協助，促成此次跨校合作外，也以

「一等人忠臣孝子 二件事讀書耕田」來勉勵現場參加展覽學子，向客家人刻苦硬頸精

神看齊，腳踏實地做學問。

校方表示，透過日常中的傳統器物了解客家文化，實為體現客家精神最好方式；因

此，該特展活動展期將展至明年2月1日，歡迎前往觀賞，讓民眾從生活中看見更多客

家身影，欲蒞臨參觀嘉南文化藝術館辦法如下：

嘉南文化藝術館(嘉藥圖書資訊館9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17：00

E-mail:box834@mail.cnu.edu.tw

參觀方式：免費參觀

團體導覽：依預約參觀時間，安排解說員導覽。

現場機動導覽：解說員視參觀人數或參觀者需求，隨時導覽。

洽詢電話：(06)266-2517、266-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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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

嘉藥客家老生活特展開幕 再現客家文化與精神
 By 焦點傳媒社 —  2020-12-01  尚無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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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張淑慧/台南報導】嘉南藥理大學文化藝術館攜手成大客家研究中心在嘉南文化藝術館舉辦為期兩

個月的「客家老生活特展」，並於今日舉行隆重的開幕茶會，本次特展以 「宗祠堂號」、「特色客家

獅」、「帶動習武風氣」、「客語布袋戲」、「最早的流行唱盤」、「客家食物和器具」等六大主題，呈

現傳統客家生活的食、衣、住、娛樂等不同面貌，希望透過展示客家傳統器物及搭配各式情境區，讓參觀

學生與民眾能更貼近客家文化與精神，進而提升校園文藝氣息。

本次展覽除了常見傳統客家器物展示外，還有客家擂茶文化體驗、最早的行唱盤及客家食物和器具，有別

於其他擂茶多以糖、刺五加、香菜、萬壽菊增加風味，此次則遵從客家傳統，加入鹽巴佐以艾草提香，

「最早的流行唱盤」意指最早推出的客家八音唱盤，而其留存聲音還是當時遠到東京錄音室錄製而來。客

家食物和器具則展出「氣死貓」，傳統將肉品高掛的保存方式，重現客家族群遠渡重洋而來的艱苦移民環

境及刻苦的客家精神。

策展人成大客家中心黃玉晴博士特別將個人私藏加入本次展覽中，更在現場娓娓道來許多珍貴的客家典

故，早期相當著名的西螺七俠電視劇，其中的「阿善師」便是客家人，而他傳奇的一生也成為客語布袋戲

的藍本。嘉藥校長李孫榮致詞時，除了感謝成大客家中心的協助，促成此次跨校合作外，也以「一等人忠

臣孝子 二件事讀書耕田」來勉勵現場參加展覽的學子，向客家人刻苦硬頸的精神看齊，腳踏實地做學

問。

透過日常中的傳統器物了解客家文化，實為體現客家精神的最好方式。因此，該特展活動展期將展至明年

2月1日，歡迎前往觀賞，讓民眾從生活中看見更多客家身影。欲蒞臨參觀嘉南文化藝術館辦法如下： 

嘉南文化藝術館(嘉藥圖書資訊館九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5：00 

 E-mail:box834@mail.cnu.edu.tw

 參觀方式：免費參觀 

 團體導覽：依預約參觀時間，安排解說員導覽。 

 現場機動導覽：解說員視參觀人數或參觀者需求，隨時導覽。 

 洽詢電話：(06)266-2517、266-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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