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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成大獲贈3輛宏碁自駕平台車 開發全國首例智駕教學模組
／

2021/2/27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國立成

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莊智清團隊

致力智慧駕駛技術創新研發應用，獲

臺灣跨國企業宏碁股份有限公司捐贈

３輛自駕電動平台車，強化無人載具

虛實整合系統教學實力，推動發展自

駕車關鍵技術與培育優質跨域人才。
 

 捐贈儀式2月26日上午在臺南市歸仁區「臺灣智駕測試實驗室」舉辦。成功大學校

長蘇慧貞表示，成大創校90年，無人載具發展也可反應成大培育的人才在工程發展

領域的參與歷史，自動駕駛平台車能有制度、有系統的探索實驗智慧駕駛技術，產

出優質人才持續耕耘創新的可能，創造不可被取代的價值。
 

 宏碁董事長陳俊聖是成大交管系校友，109年獲頒成大校友傑出成就獎。「想到成

大是很幸福的事情」，陳俊聖表示，成大是很好的學習環境。宏碁身為全球頂尖的

資通訊企業之一，持續投入研發創新發明，同時長期關注ESG議題，於公司內外推

動永續行動，在環境、社會與企業管理領域多有成就，近期榮獲S&P Global永續年

鑑銀獎的肯定。宏碁公司，深知培育年輕人才的重要性，致力協助全球各地年輕學

子擁有更好的教育環境。期待自駕電動平台車能讓成大團隊更加學用接軌，實質提

升教學環境設備，厚植優秀人才。
 

 成大莊智清老師團隊開發國內第一個以無人載具中控系統為主軸的教學模組，聚

焦發展多門自駕車關鍵技術的課程，包含：發展虛擬軟體連接實體平台車的教材，

方便學習自駕車行為操控技術、機器人作業系統模組的開發與使用，以及完善定位

與地圖建構技術的發展與教學內容。
 

 莊智清表示，無人載具能順利發展與安全運行有賴各界持續性的投入研發與智慧

累積，其中發展虛擬模擬軟體連接實體自駕電動平台車在測試場域運行，可有效深

化跨域學習的成效。宏碁公司提供的平台車在團隊前期教學模組開發已有相當成

效，後續將可更深化推廣並創造新價值與營造永續的學習環境。
 

 自駕車為近年世界各國力求突破的重點領域。成功大學自駕車輛試驗計畫2020年1

月20日正式上路，團隊目前的研究成果包含：感測、定位、決策、控制與雲端監控

技術，其中無人載具技術、模擬器、高精地圖與雲端平台系統整合，是團隊核心研

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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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2019年啟動「臺灣智駕測試實驗室」，在臺南沙崙致力打造自駕車研發生

態聚落。教育部2019年推出「無人載具人才培育計畫」，成功大學、臺北科大與南

臺科大多位教授協力開發自駕車中控系統的教學模組，涵蓋自動駕駛操控行為、機

器人作業系統以及定位與地圖建構等關鍵技術，進而建構虛實整合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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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自駕電動平台車捐成大
2021-02-27

成功大學獲宏碁公司捐贈三輛自駕電動平台車，二十六日上午在台南歸仁區台灣智駕測試實驗室舉
辦捐贈儀式。（成大提供）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莊智清團隊致力於智慧駕駛技術創新研發應用。二十六日獲台灣跨國企業宏碁公司捐贈三輛自駕電動平台車。本身也是成大

校友的宏碁董事長陳俊聖期待，自駕電動平台車能讓成大團隊加強學用接軌，實質提升教學環境設備，培育優秀人才。

捐贈儀式二十六日上午在台南歸仁區台灣智駕測試實驗室舉辦。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無人載具發展反映出成大培育人才在工程領域的參與歷史。自

動駕駛平台車有制度、有系統地探索實驗智慧駕駛技術，創造不可被取代的價值。成大交管系畢業的陳俊聖，一０九年獲頒成大校友傑出成就獎。他

說，宏碁身為全球頂尖的資通訊企業，持續投入創新研發，同時長期關注ESG議題，在環境、社會、企業管理領域表現突出，近期更獲S&P Global

永續年鑑銀獎肯定。

成大指出，莊智清團隊開發國內第一個以無人載具中控系統為主軸的教學模組，聚焦發展多門自駕車關鍵技術課程。無人載具能順利發展與安全運

行，有賴各界持續性投入研發和智慧累積。其中發展虛擬模擬軟體，連接實體自駕電動平台車，在測試場域運行，可有效深化跨域學習成效。宏碁提

供的平台車，在團隊前期教學模組開發已有相當成效，後續可深化推廣並創造新價值。

自駕車為近年世界各國力求突破的重點領域。成大自駕車輛試驗計畫於二０二０年一月二十日正式上路。團隊研究成果包含感測、定位、決策、控制

與雲端監控技術。其中無人載具技術、模擬器、高精地圖與雲端平台系統整合，是團隊核心研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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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成大獲贈3輛宏碁自駕平台車 開發全國首例智駕教學模組
Posted By: TainanTalk  二月 26, 2021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莊智清團隊致力智慧駕駛技術創新研發應用，獲臺灣跨國企業宏碁股份有限公司捐贈３輛自
駕電動平台車，強化無人載具虛實整合系統教學實力，推動發展自駕車關鍵技術與培育優質跨域人才。

（圖說）成大獲贈3輛宏碁自駕平台車，捐贈儀式26日上午在臺南市歸仁區「臺灣智駕測試實驗室」舉辦。（記者鄭德政攝） 
捐贈儀式2月26日上午在臺南市歸仁區「臺灣智駕測試實驗室」舉辦。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表示，成大創校90年，無人載具發展也可反應成大培育的
人才在工程發展領域的參與歷史，自動駕駛平台車能有制度、有系統的探索實驗智慧駕駛技術，產出優質人才持續耕耘創新的可能，創造不可被取代
的價值。
宏碁董事長陳俊聖是成大交管系校友，109年獲頒成大校友傑出成就獎。「想到成大是很幸福的事情」，陳俊聖表示，成大有很好的學習環境，宏碁
身為全球頂尖的資通訊企業之一，持續投入研發創新發明，同時長期關注ESG議題，於公司內外推動永續行動，在環境、社會與企業管理領域多有成
就，近期榮獲S&P Global永續年鑑銀獎的肯定。宏碁公司，深知培育年輕人才的重要性，致力協助全球各地年輕學子擁有更好的教育環境。期待自
駕電動平台車能讓成大團隊更加學用接軌，實質提升教學環境設備，厚植優秀人才。

（圖說）成大莊智清老師團隊開發國內第一個以無人載具中控系統為主軸的教學模組。（記者鄭德政攝）
成大莊智清老師團隊開發國內第一個以無人載具中控系統為主軸的教學模組，聚焦發展多門自駕車關鍵技術的課程，包含：發展虛擬軟體連接實體平
台車的教材，方便學習自駕車行為操控技術、機器人作業系統模組的開發與使用，以及完善定位與地圖建構技術的發展與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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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宏碁贈成大自駕電動平台車，探索實驗智慧駕駛技術。（記者鄭德政攝）
莊智清表示，無人載具能順利發展與安全運行有賴各界持續性的投入研發與智慧累積，其中發展虛擬模擬軟體連接實體自駕電動平台車在測試場域運
行，可有效深化跨域學習的成效。宏碁公司提供的平台車在團隊前期教學模組開發已有相當成效，後續將可更深化推廣並創造新價值與營造永續的學
習環境。
自駕車為近年世界各國力求突破的重點領域。成功大學自駕車輛試驗計畫2020年1月20日正式上路，團隊目前的研究成果包含：感測、定位、決策、
控制與雲端監控技術，其中無人載具技術、模擬器、高精地圖與雲端平台系統整合，是團隊核心研究技術。
科技部2019年啟動「臺灣智駕測試實驗室」，在臺南沙崙致力打造自駕車研發生態聚落。教育部2019年推出「無人載具人才培育計畫」，成功大
學、臺北科大與南臺科大多位教授協力開發自駕車中控系統的教學模組，涵蓋自動駕駛操控行為、機器人作業系統以及定位與地圖建構等關鍵技術，
進而建構虛實整合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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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獲贈宏碁自駕平台車 開發全國首例智駕教學模組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莊智清團隊致力智慧駕

駛技術創新研發應用，獲臺灣跨國企業宏碁股份有限公司捐贈3輛自駕電動平台車，強

化無人載具虛實整合系統教學實力，推動發展自駕車關鍵技術與培育優質跨域人才。

捐贈儀式2月26日上午在臺南市歸仁區「臺灣智駕測試實驗室」舉辦。成功大學校長蘇

慧貞表示，成大創校90年，無人載具發展也可反應成大培育的人才在工程發展領域的

參與歷史，自動駕駛平台車能有制度、有系統的探索實驗智慧駕駛技術，產出優質人

才持續耕耘創新的可能，創造不可被取代價值。

宏碁董事長陳俊聖是成大交管系校友，109年獲頒成大校友傑出成就獎。「想到成大是

很幸福的事情」，陳俊聖表示，成大是很好的學習環境。宏碁身為全球頂尖的資通訊

企業之一，持續投入研發創新發明，同時長期關注ESG議題，於公司內外推動永續行

動，在環境、社會與企業管理領域多有成就，近期榮獲S&P Global永續年鑑銀獎的肯

定；宏碁公司，深知培育年輕人才的重要性，致力協助全球各地年輕學子擁有更好的

教育環境；期待自駕電動平台車能讓成大團隊更加學用接軌，實質提升教學環境設

勁報 2021/02/26 16:39(3天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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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厚植優秀人才。

成大莊智清老師團隊開發國內第1個以無人載具中控系統為主軸教學模組，聚焦發展多

門自駕車關鍵技術的課程，包含：發展虛擬軟體連接實體平台車的教材，方便學習自

駕車行為操控技術、機器人作業系統模組的開發與使用，以及完善定位與地圖建構技

術發展與教學內容。

莊智清表示，無人載具能順利發展與安全運行有賴各界持續性的投入研發與智慧累

積，其中發展虛擬模擬軟體連接實體自駕電動平台車在測試場域運行，可有效深化跨

域學習的成效；宏碁公司提供的平台車在團隊前期教學模組開發已有相當成效，後續

將可更深化推廣並創造新價值與營造永續學習環境。

自駕車為近年世界各國力求突破的重點領域，成功大學自駕車輛試驗計畫2020年1月

20日正式上路，團隊目前的研究成果包含：感測、定位、決策、控制與雲端監控技

術，其中無人載具技術、模擬器、高精地圖與雲端平台系統整合，是團隊核心研究技

術。

科技部2019年啟動「臺灣智駕測試實驗室」，在臺南沙崙致力打造自駕車研發生態聚

落；教育部2019年推出「無人載具人才培育計畫」，成功大學、臺北科大與南臺科大

多位教授協力開發自駕車中控系統的教學模組，涵蓋自動駕駛操控行為、機器人作業

系統以及定位與地圖建構等關鍵技術，進而建構虛實整合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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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範例！成大獲贈3輛宏碁自駕平台車 將開發智駕教學模
組

成大獲贈3輛宏碁自駕平台車，今天在歸仁區「台灣智駕測試實驗室」舉行捐贈儀式。（圖由成大提供）

2021/02/26 16:49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今年7連霸蟬聯「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榜」冠軍，台灣跨國

企業宏碁公司率先捐贈3輛自駕電動平台車，為成大研發智慧駕駛技術創新應用助一臂之力。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成大創校90年，無人載具發展也是象徵人才培育在工程領域的參與歷史，自動

駕駛平台車能有制度、有系統的探索實驗智慧駕駛技術，將可強化無人載具虛實整合系統教學實力，

開發全國首例智駕教學模組，發展自駕車關鍵技術。

宏碁董事長陳俊聖是成大交管系校友，2020年獲頒成大校友傑出成就獎。陳俊聖說，成大是很好的學

習環境，宏碁身為全球頂尖的資通訊企業之一，持續投入研發創新發明，期待自駕電動平台車能讓成

大團隊更加學用接軌，實質提升教學環境設備，厚植優秀人才。

成大電機工程系莊智清教授團隊，開發國內第1個以無人載具中控系統為主軸的教學模組，聚焦發展

多門自駕車關鍵技術的課程。

莊智清說，無人載具能順利發展與安全運行，其中發展虛擬模擬軟體，連接實體自駕電動平台車在測

試場域運行，可有效深化跨域學習成效。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2/26/3450485_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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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自駕車研發時代，世界各國力求突破。成功大學自駕車輛試驗計畫於去年1月正式上路，目前研

究成果，包含感測、定位、決策、控制與雲端監控技術，其中無人載具技術、模擬器、高精地圖與雲

端平台系統整合，是團隊核心研究技術。

宏碁贈成大自駕電動平台車，探索實驗智慧駕駛技術。（圖由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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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獲贈3輛宏碁自駕平台車，成大校長蘇慧貞（右）、宏碁董事長陳俊聖（左）出席捐贈儀式。（圖由
成大提供）

成大莊智清老師團隊開發國內第1個以無人載具中控系統為主軸的教學模組。（圖由成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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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全國首例智駕教學模組 成大獲贈宏碁自駕平
台車

大成報／于郁金 2021.02.26 16:41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莊智清團隊致力智慧

駕駛技術創新研發應用，獲臺灣跨國企業宏碁股份有限公司捐贈3輛自駕電動平台車，

強化無人載具虛實整合系統教學實力，推動發展自駕車關鍵技術與培育優質跨域人才。

 

捐贈儀式2月26日上午在臺南市歸仁區「臺灣智駕測試實驗室」舉辦。成功大學校長蘇

慧貞表示，成大創校90年，無人載具發展也可反應成大培育的人才在工程發展領域的

參與歷史，自動駕駛平台車能有制度、有系統的探索實驗智慧駕駛技術，產出優質人才

持續耕耘創新的可能，創造不可被取代價值。  

 

宏碁董事長陳俊聖是成大交管系校友，109年獲頒成大校友傑出成就獎。「想到成大是

很幸福的事情」，陳俊聖表示，成大是很好的學習環境。宏碁身為全球頂尖的資通訊企

業之一，持續投入研發創新發明，同時長期關注ESG議題，於公司內外推動永續行動，

在環境、社會與企業管理領域多有成就，近期榮獲S&P Global永續年鑑銀獎的肯定；

宏碁公司，深知培育年輕人才的重要性，致力協助全球各地年輕學子擁有更好的教育環

境；期待自駕電動平台車能讓成大團隊更加學用接軌，實質提升教學環境設備，厚植優

秀人才。  

 

成大莊智清老師團隊開發國內第1個以無人載具中控系統為主軸教學模組，聚焦發展多

https://n.y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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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自駕車關鍵技術的課程，包含：發展虛擬軟體連接實體平台車的教材，方便學習自駕

車行為操控技術、機器人作業系統模組的開發與使用，以及完善定位與地圖建構技術發

展與教學內容。  

 

莊智清表示，無人載具能順利發展與安全運行有賴各界持續性的投入研發與智慧累積，

其中發展虛擬模擬軟體連接實體自駕電動平台車在測試場域運行，可有效深化跨域學習

的成效；宏碁公司提供的平台車在團隊前期教學模組開發已有相當成效，後續將可更深

化推廣並創造新價值與營造永續學習環境。  

 

自駕車為近年世界各國力求突破的重點領域，成功大學自駕車輛試驗計畫2020年1月2

0日正式上路，團隊目前的研究成果包含：感測、定位、決策、控制與雲端監控技術，

其中無人載具技術、模擬器、高精地圖與雲端平台系統整合，是團隊核心研究技術。  

 

科技部2019年啟動「臺灣智駕測試實驗室」，在臺南沙崙致力打造自駕車研發生態聚

落；教育部2019年推出「無人載具人才培育計畫」，成功大學、臺北科大與南臺科大

多位教授協力開發自駕車中控系統的教學模組，涵蓋自動駕駛操控行為、機器人作業系

統以及定位與地圖建構等關鍵技術，進而建構虛實整合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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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啟程 成大單車節登場
2021-02-28

成大單車節登場，成大校長蘇慧貞（中）與南一中校長廖財固（左四）、中山女高校長吳麗卿（右
四）等人騎單車進場。（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第十四屆成大單車節」於二十七、二十八日兩天熱鬧登場，除了有成大十大學院四十六科系的科系博覽會，還安排了備審資料工作坊、經

驗分享講座與模擬面試等，協助正準備個人申請入學的高三生認識成大，吸引了全台上萬的高中師生、家長來共襄盛舉。

成大單車節開幕典禮昨日上午在成大光復校區雲平大樓前舉行，由成大校長蘇慧貞、南一中校長廖財固，中山女高校長吳麗卿、成大學務長林麗娟、

副教務長羅偉誠、副國際長李約亨等人騎著單車進場，為兩天的活動揭開序幕。

成大中文系學生設計文字學小遊戲，讓高中生認識中文系學習內容。（記者施春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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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節總召陳怡霓說，邁入第十四年的成大單車節是由成大師生合辦，可說是全台最豐富和規模最大的大學院系博覽會。今年成大單車節活動分成三

大主軸：「腳踩單車，夢想啟程」、「前進方向，職涯藍圖」、「成大風華，南方躍起」，活動內容包羅萬象，不僅滿足高中生的升學需求，也提供

成大學生認識職涯的新管道。

其中「腳踩單車，夢想啟程」是以成大校系和生涯發展為主軸，如科系諮詢台、備審攻略、模擬面試和學長姊經驗閃電秀等，還有社團舞台表演節

目、校園實境闖關等活動。現場提供三百台單車，讓高中生騎單車逛校園，也可以透過手機LINE的聊天機器人帶領逛成大校園。

成大單車節上安排科系博覽會，由各科系學校向高中生介紹系所特色。（記者施春瑛攝）

台中明道中學學生薛嘉晉表示，成大單車節辦得很棒，科系博覽會讓他發現幾個以前沒注意到的科系，學長姊都熱情的講解，讓他對科系有初步的了

解，考慮在工程和理化的相關科系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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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單車節登場 科系博覽會助學子規劃未來

成大單車節登場 科系博覽會助學子規劃未來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大學學測成績出爐，個人申請入學即將展開；國立成功

大學「第14屆成大單車節」27、28日火熱登場，一連2天活動吸引了來自全台上萬高

中師生、家長前往共襄盛舉；除了有成大十大學院46科系的科系博覽會，還有備審資

料工作坊、經驗分享講座與模擬面試等，協助學子認識成大院系特色。成大校長蘇慧

貞表示，歡迎學子在認識系所過程中，也能瞭解在成大美麗校園中無限可能。

成大單車節去年受疫情影響改線上舉辦，今年配合防疫，採取單一出入口管制，參與

者還必須填寫防疫問卷，並配戴口罩；活動包羅萬象，現場有校內外社團表演、校園

實境闖關和單車遊成大等活動，展現成大人熱情與活力。

單車節開幕典禮27日上午在成大光復校區雲平大樓前舉行，成大校長蘇慧貞、南一中

校長廖財固，中山女高校長吳麗卿、成大學務長林麗娟、副教務長羅偉誠、副國際長

李約亨等貴賓騎著單車進場，為2天活動揭開序幕。

勁報 2021/02/27 15:21(2天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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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貞表示，單車節是成大學生在學校學習生活成長過程中，將心比心為學弟妹規劃

活動，今年在疫情下籌辦特別辛苦，但學生克服困難讓一切充滿可能，讓她充滿信

心，無比驕傲。

蘇慧貞指出，成大是全台第1個推出每學期15+3週彈性學習課程大學，這不是突然想

到，成大師生經過多年的準備和練習，彈性學習對於即將進入大學的學子有最多彈

性，可以有制度、有規劃、有內容、有深度探索，探索人生無限可能。

單車節總召陳怡霓表示，邁入第14年成大單車節，由成大師生合辦，可以說是全台最

豐富和規模最大的大學院系博覽會；今年成大單車節活動分成3大主軸：「腳踩單車，

夢想啟程」、「前進方向，職涯藍圖」、「成大風華，南方躍起」，活動範圍遍及成

大光復、成功、勝利、自強校區。

成大表示，「腳踩單車，夢想啟程」以成大校系和生涯發展為主軸，如科系諮詢台、

備審攻略、模擬面試和學長姐經驗閃電秀等，讓高中生認識這所全台首屈一指綜合性

大學，還有社團舞台表演節目、校園實境闖關等活動；現場有300台單車，讓高中生騎

單車逛校園，也可以透過手機LINE聊天機器人帶領逛成大校園；「前進方向，職涯藍

圖」邀請企業團體和學長姐透過特色bar台互動展覽，讓高中生規劃未來人生藍圖。

「成大風華，南方躍起」呈現今年成大創校90週年，豐厚人文底蘊和學術特色；更邀

請校外教育組織參展，讓高中生了解就讀大學期間，課外自主學習機會，教育論壇則

邀請新課綱辦公室督學解釋說明新課綱。

臺中明道中學學生薛嘉晉覺得，成大單車節辦得很棒，科系博覽會讓他發現幾個以前

沒注意到科系，學長姐都熱情講解，讓他對科系有初步瞭解，目前可能鎖定工程和理

化相關科系做選擇。

成大單車節豐富活動，不僅滿足高中生的升學需求，提供成大學生認識職涯的新管

道，更是參加民眾認識成大、認識台南美食和大學日常的一項選擇。

成大表示，2020年COVID-19疫情對全世界來說都是難忘1年，在對抗疫情時刻，從口

罩國家隊，到科學防疫、智慧醫療的全球鏈結，都有成大人身影；在升學路上成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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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亦肩負起社會責任，並為成大90週年校慶打下精彩的頭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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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單車節火熱登場　科系博覽會助學子規劃未
來

大成報／于郁金 2021.02.27 15:22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大學學測成績出爐，個人申請入學即將展開；國立成

功大學「第14屆成大單車節」27、28日火熱登場，一連2天活動吸引了來自全台上萬

高中師生、家長前往共襄盛舉；除了有成大十大學院46科系的科系博覽會，還有備審

資料工作坊、經驗分享講座與模擬面試等，協助學子認識成大院系特色。成大校長蘇慧

貞表示，歡迎學子在認識系所過程中，也能瞭解在成大美麗校園中無限可能。  

 

成大單車節去年受疫情影響改線上舉辦，今年配合防疫，採取單一出入口管制，參與者

還必須填寫防疫問卷，並配戴口罩；活動包羅萬象，現場有校內外社團表演、校園實境

闖關和單車遊成大等活動，展現成大人熱情與活力。  

 

單車節開幕典禮27日上午在成大光復校區雲平大樓前舉行，成大校長蘇慧貞、南一中

校長廖財固，中山女高校長吳麗卿、成大學務長林麗娟、副教務長羅偉誠、副國際長李

約亨等貴賓騎著單車進場，為2天活動揭開序幕。  

 

蘇慧貞表示，單車節是成大學生在學校學習生活成長過程中，將心比心為學弟妹規劃活

動，今年在疫情下籌辦特別辛苦，但學生克服困難讓一切充滿可能，讓她充滿信心，無

比驕傲。  

 

蘇慧貞指出，成大是全台第1個推出每學期15+3週彈性學習課程大學，這不是突然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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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大師生經過多年的準備和練習，彈性學習對於即將進入大學的學子有最多彈性，

可以有制度、有規劃、有內容、有深度探索，探索人生無限可能。  

 

單車節總召陳怡霓表示，邁入第14年成大單車節，由成大師生合辦，可以說是全台最

豐富和規模最大的大學院系博覽會；今年成大單車節活動分成3大主軸：「腳踩單車，

夢想啟程」、「前進方向，職涯藍圖」、「成大風華，南方躍起」，活動範圍遍及成大

光復、成功、勝利、自強校區。  

 

成大表示，「腳踩單車，夢想啟程」以成大校系和生涯發展為主軸，如科系諮詢台、備

審攻略、模擬面試和學長姐經驗閃電秀等，讓高中生認識這所全台首屈一指綜合性大

學，還有社團舞台表演節目、校園實境闖關等活動；現場有300台單車，讓高中生騎單

車逛校園，也可以透過手機LINE聊天機器人帶領逛成大校園；「前進方向，職涯藍

圖」邀請企業團體和學長姐透過特色bar台互動展覽，讓高中生規劃未來人生藍圖。  

 

「成大風華，南方躍起」呈現今年成大創校90週年，豐厚人文底蘊和學術特色；更邀

請校外教育組織參展，讓高中生了解就讀大學期間，課外自主學習機會，教育論壇則邀

請新課綱辦公室督學解釋說明新課綱。  

 

臺中明道中學學生薛嘉晉覺得，成大單車節辦得很棒，科系博覽會讓他發現幾個以前沒

注意到科系，學長姐都熱情講解，讓他對科系有初步瞭解，目前可能鎖定工程和理化相

關科系做選擇。  

 

成大單車節豐富活動，不僅滿足高中生的升學需求，提供成大學生認識職涯的新管道，

更是參加民眾認識成大、認識台南美食和大學日常的一項選擇。  

 

成大表示，2020年COVID-19疫情對全世界來說都是難忘1年，在對抗疫情時刻，從口

罩國家隊，到科學防疫、智慧醫療的全球鏈結，都有成大人身影；在升學路上成功大學

亦肩負起社會責任，並為成大90週年校慶打下精彩的頭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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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招募15位國防學士菁英
2021-02-28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大今年首度與國防部合作，共同招募國防學士菁英。成大表示，成大國防專班從三月二日到五日開放報名，學制為四年制，全校十個學系，共提供

十五個招生名額。

成大表示，報考成大國防學士專班，須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私立高中、高職以上畢業或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二條規定資格，且參加

一一０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達招生學系的檢定標準。體格基準部分須符合一、身高：男性一六０至一九五公分、女性一五五至一八五公分，

二、身體質量指數（BMI）：男性十七至三十一、女性十七至二十六，三、視力：矯正後達零點六以上，且兩眼配鏡總度數各在六百度以內，且身體

任何部分不得有刺青。

十個招生學系共計十五個招生名額，分別為航空太空工程三名，法律、土木工程、系統及船舶機電工各兩名，心理、數學、電機工程、資訊工程、化

學工程、材料科學工程各一名。

國防學士班學生於大學修業期間，補助學雜費全額、書籍文具費每學期五千元及生活費每月一萬兩千元。大學畢業並完成新生入伍訓練、大學階段軍

事課程、寒暑訓及任官前軍事教育者，初任少尉，自任官日起服預備軍官現役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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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學士班」4校60名額 歡迎報名

110學年度「國防學士班」現已陸續開放報名，計有臺灣大學、清華大學、政治大學及成功大學等4所學校，並於錄取後實施新生入伍訓練。（本報資料照片）

 

記者鄭豪、李恬郁／綜合報導

 110學年度「國防學士班」已陸續開放報名，計有臺灣大學、清華大學、政治大學及成功大學等4所學校，共計招收60個名額。歡迎有意報

考的青年學子，把握機會，開創不凡人生。

　須完成各項上傳資料審查

 為培育更多優秀國防精英，國防部於110學年度與臺大等4校，合作辦理「國防學士班」。學生於修業期間，可獲學雜費全額補助及每月生

活費，並於畢業後初任少尉、自任官日起服預備軍官役5年。根據簡章內容，本次「國防學士班」規劃招收60位17至22歲高中職畢業（含應

屆）生，包含17位臺大生、10位清大生、15位成大生及18位政大生。

　招生期程方面，各校排定有所不同。清大、政大、成大現已開放報名，臺大則於本週四開放報名，須完成體檢、繳費報名暨上傳審查資

料、面試、智力測驗等，採網路方式報名，考生可至各校國防學士班招生報名系統登入報名，填寫報名資料並上傳審查資料，內容包括學歷

證明、國民身分證正反面、體適能檢測證明、智力測驗成績證明、全民國防測驗成績證明、徵兵體檢表、體檢報告及志願書等相關電子檔，

供校方進行審核程序。

　招生簡章公布於人招中心網站

 錄取後須配合軍校正期班學生，於陸軍軍官學校實施新生入伍訓練，並於大學修業期間完成「大學階段軍事課程」、「寒假、暑假軍事訓

練」及「任官前軍事教育」等軍官基礎教育之課程。各項實施方式、時間及地點等，由陸、海、空軍司令部於教育計畫中訂定。

　此外，國防學士班學生入學後不得申請轉系，若退訓除應依合約賠償相關費用，亦不再具有該校學籍。詳細招生簡章，已公布於國軍人才

招募中心網站，有興趣的青年學子，可電洽各招生學校、各地區人才招募中心，或撥打0800-000-050免付費專線。

空軍司令 全民國防 入伍 訓練 國防部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 陸軍 正期班 空軍

::: 2021/03/02　國防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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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選課衝堂 成大推15+3課程新模式

2021-02-27 03:21  聯合報  / 記者趙宥寧、修瑞瑩／連線報導

我國大學每學期十八周，全球最長。去年因疫情延

後兩周開學，學期被迫縮短為十六周，台師大與陽

明交大今年仍延續此制，台大及台科大預計一一○

學年起，全面改制為十六周，增加課程彈性。成功

成 大 開 1 5+3課程，增加修課彈性，讓學習更 多元有趣。圖／成 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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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也跟上此趨勢，在部分系所創設15+3課程新模

式。私校主管樂見此發展，但仍抱持觀望態度，認

為 要 多擬好配套措施，否則也憂心 家長「覺得

虧」。

台大、台師大、台科大三校合組的台灣大學系統、

陽明交大去年將學期縮短為十六周，台師大與陽明

交大這學期皆延續此制，學生將提早兩周放暑假，

台科大與台大雖仍維持十八周，近來已完成校內公

聽會，一一○學年起，改制為十六周，並提供線上

或更彈性學習方式，讓周數縮短不對學生造成影

響。

有別於一學期十六周，成功大學提出15+3課程新模

式，成大教務長王育民說，這學期已開設八門課，

下一個學期將再開十門課，讓學生在前十五周把課

上完，後三周可進行線上學習或工作坊等彈性跨領

域課程，課程分散在各學院，未來希望朝向各系發

展，解決學生跨領域選課衝堂困境。

王育民也說， 為讓周末學習更完整， 一 一○學年

起，周一不排必修課程，讓周六、周日、周一的密

集跨域課程更完整。

學期周數縮短、增加課程彈性已成大學趨勢，但仍

有學校抱持觀望態度。文化大學教務長方元沂說，

外國學制確實不如台灣這麼長，基本上支持多點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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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利國際接軌；但也要有配套措施提升教學品

質，否則也怕家長覺得虧， 文 大 有計畫階段性跟

進。

教育部表示，各校若有調整學期授課周數需求，應

在確保教師授課時數、教學品質等前提下，落實各

級課程委員會運作、定期檢討課程評量機制等，並

在完成校內師生溝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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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期縮短成16周 已成趨勢
 ｜2021.02.27

成大開十五加三課程，增加修課彈性，讓學習更多元有趣。圖／成大提供

【本報綜合報導】我國大學每學期十八周，全球最長。去年因疫情延後兩周開學，學

期被迫縮短為十六周，台師大與陽明交大今年仍延續此制，台大及台科大預計一一○

學年起，全面改制為十六周，增加課程彈性。成功大學也跟上此趨勢，在部分系所創

設十五加三課程新模式。私校主管樂見此發展，但仍抱持觀望態度，認為要多擬好配

套措施，否則也憂心家長「覺得虧」。 

 

台大、台師大、台科大三校合組的台灣大學系統、陽明交大去年將學期縮短為十六

周，台師大與陽明交大這學期皆延續此制，學生將提早兩周放暑假，台科大與台大雖

仍維持十八周，近來已完成校內公聽會，一一○學年起，全面改制為十六周，並提供

學生線上或更彈性學習方式，讓學期周數縮短不對學生造成影響。 

 

有別於一學期十六周，成功大學提出十五加三課程新模式，成大教務長王育民說，這

學期已開設八門課，下一個學期將再開十門課，讓學生在前十五周把課上完，後三周

可進行線上學習或工作坊等彈性跨領域課程，課程分散在各學院，未來希望朝向各系

發展，解決學生跨領域選課衝堂困境。 

 

王育民也說，為讓周末學習更完整，一一○學年起，周一不排必修課程，讓周六、周

日、周一的密集跨域課程更完整。 

 

學期周數縮短、增加課程彈性已成大學趨勢，但仍有學校抱持觀望態度。文化大學教

務長方元沂說，外國學制確實不如台灣這麼長，基本上支持多點彈性，有利國際接

軌；但也要有配套措施提升教學品質，否則也怕家長覺得虧，文大有計畫階段性跟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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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表示，各校若有調整學期授課周數需求，應在確保教師授課時數、教師授課權

益、教學品質等前提下，落實各級課程委員會運作、定期檢討課程評量機制等，並在

完成校內師生溝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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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校園徵才3月開跑　碩士畢5.4萬起跳

▲台積電校園徵才3月開跑。（圖／資料照）

記者周康玉／台北報導

台積電（2330）校園徵才從3月開跑，將從台灣大學、成功大學、陽明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中

山大學、台灣科技大學、台北科技大學等多所學校陸續舉辦說明會與面談。值得關注的是，台積電從今年1

月1日起，固定薪資調高兩成，碩士畢業底薪突破5萬元，落在5.4萬到5.8萬之間；大學畢業則至少4.5萬

元，起薪相對其他電子業更具吸引力。

台積電目前大學畢業起薪為3.8萬元，碩士畢業起薪約為4.5萬元；若按20%計算，大學生每月可增加7600

元，來到4.5萬元，碩士新鮮人則可增加9000元，達5.4萬元，若按台積電前年碩士新進員工薪資統計的4.8

萬元，今年起薪達5.7萬元。

台積電去年營收達1.33兆元、年增25.2%，創歷史新高，獲利更大增五成，員工分紅跟著水漲船高。據聞，

光是一季度的分紅獎金，少則2.2個月，多則快要4個月，加總原本的14個月底薪。季度分紅獎金在3個月以

上的，年薪可站上300萬元水準。然而，由於分紅是按個人績效、年資整體評估，相對不透明，但以去年台

積電平均分紅139萬來看，仍是相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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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每年都會在春季校園徵才大舉招募新血，今年較特別的增加了赴美設廠的外派員工和模組副工程師

（Module Associate Engineer）。前者以內部員工為主，今年1月已在內部召開徵才說明會，需求超過300

人。據了解，若赴美工作，本薪將翻倍成長，但需簽約4年。模組副工程師則是新竹、台中與台南同步開

徵。

▼台積電校園徵才。（圖／翻攝自台積電徵才網站）

https://cdn2.ettoday.net/images/5476/547694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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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人追蹤 追蹤

智慧羽球拍！ 大數據培育中華健兒
2021年2月27日 週六 下午7:49 · 4 分鐘 (閱讀時間)

運動科技再進化！羽球拍也能感測選手的揮拍軌跡、速度，甚至是殺球次數都能一

覽無遺。這是成大、逢甲大學，與體育器材業者合作，研發的智聯網羽球拍，在羽

球拍的握柄加裝感應器，利用無線網路連接，最多可同時讓上百人的擊球數據在系

統上展開。成功大學的研究團隊表示，市面上雖有許多同質性產品，但多以藍牙作

為連接媒介，所以功能局限在一對一，一次只能蒐集一名選手的數據，然而智聯網

羽球拍，透過無線網路連接，就能打破此局限。這項產品研發還拿到科技部補助，

目標是鎖定大專院校體育系學生，可望培育更多優秀的國手。

新豐高中羽毛球隊員 張宸愷：「就是能夠看到有很多就是教練講，可是我們不知

道的地方。」

新豐高中羽毛球隊員 娥斯勒柏˙達古拉外：「用這台機器會比較清楚知道，自己

缺，還缺乏什麼東西，然後自己的優點還有自己的缺點。」

球場上，勝敗乃兵家常事，但有了科技助攻，選手可以更貼近夢想。

成大人工智能數位轉型研究中心副主任 江維鈞：「比如說 我球拍是這樣轉動的

話，是，這個是X軸，它就會產生這樣的一個速度，那如果是這樣轉動的話，那它

就會是產生一個是Z軸的量，那我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它就會產生是Y軸。」

揮拍、自轉，埋在握柄的感應器，將訊號導入電腦。揮拍速度、爆發力、殺球，全

化為**及**(即)時數據分析，一覽無遺。

成大人工智能數位轉型研究中心副主任 江維鈞：「這邊是那個整個傳輸跟開關控

制，還有充電IC，那裡面這邊就是包含了我們的天線，我們是放在我們的拍、這個

叫做握柄裡面這樣子。」

傳統羽球訓練，聽完教練指點，選手有聽沒有懂，幾乎是家常便飯。

https://www.daai.tv/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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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豐高中羽球隊教練 李宜勳：「我想這個，只能變成是一個非常概化性的，或是

敘述性、口述性的一個理解，你說他(選手)能夠理解到嗎？選手害怕教練他會跟你

說，喔喔喔我懂我懂，我知道，好好好好，我知道。」

一個揮拍，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密碼，如今這些密碼，通通解密。

新豐高中羽毛球隊員 娥斯勒柏˙達古拉外：「我覺得我的弱點就是，就是攻擊太

少，因為那個數值上也有顯示( 娥斯勒柏攻擊力標示零)我的殺球數值是零，所以我

在整體上的攻擊，比較弱一點。」

其實市場上有不少同質性產品，但清一色是靠藍牙連線，系統只能擷取單一選手的

數據。智聯網羽球拍採用無線網路，一場球賽，可同時與多支球拍連線，便可在系

統上，展開多名選手數據。此舉，算是國內首創。

成大電機所研究生 陳子殷：「它旁邊會有球拍的編號，那我們就可以看著這個編

號去跟它(Wi-Fi)去做配對，這個配對上去以後，這支球拍所蒐集的數據，就會歸類

到我們這一個帳號下。」

成大人工智能數位轉型研究中心副主任 江維鈞：「那Wi-Fi有幾個特點，第一個就

是它的傳輸量夠大，那在比較高速的一些運動，比如說球員的一些細膩的表現都可

以被這支球拍給捕捉出來。那第二個特點就是它可以同時去支援二十到四十位球員

的同時的使用。」

兩年前，成大與逢甲大學合作，共同開發智聯網羽球拍，但在此之前，成功大學早

就十年磨劍研發穿戴技術，只是趁著機會，融入羽球運動中。到此為止，看似目標

已經實現，但研發的腳步並未停止。

運動員全身貼滿感應器，球場四周布滿紅外線攝影機，360度環繞，這是經常用於

好萊塢電影特效的黃金標準影像系統。

成大團隊用這套系統捕捉選手的動作，並將搜集到的數據，嘗試編寫成軟體，未來

只要加上運動攝影機，就能分析更精準的選手數據。

成大人工智能數位轉型研究中心副主任 江維鈞：「那我們想要透過一般的運動攝

影機，就可以去分辨到、辨識到場上球員的一個揮拍的軌跡，或是人體移動的一些

關節的角度跟運動的那個角度的變化，那去取代這樣的一個比較昂貴，然後比較沒

有辦法去普及的一個設備這樣子。」

影像定格，揮拍軌跡，真實呈現，相較智慧球拍，精準度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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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竹科預防醫學論壇 3/16清大孫運璿演講廳登場

「第⼆屆⽵科預防醫學論壇」於3⽉16⽇下午5時30分⾄9時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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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起請⼤家上⽵科管理局官網查詢「最新消息」，並即報名。

論壇召集⼈、⽵科成⼤⼈李道霖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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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壯年別世的憾事，讓我們深覺必須採取⾏動，來照顧國家栽培不易的⽵科⼈才的健康！

特邀請六位重量級主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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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博雅、曾病癒康復的鴻海集團董事⻑劉揚偉、佳世達集團董事⻑陳其宏，及⼼⾎管權威⾺偕
總院副院⻑葉宏⼀，勞⼯健康服務推廣計畫主持⼈奇美副院⻑鄭天浚，胰臟癌權威成⼤醫學院院
⻑沈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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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明勳所⻑主持。

李道霖表⽰，有⽵科管理局局⻑王永壯的堅定⽀持、國⺠健康署的指導，及12個聯合主辦單位贊
助，不到兩週即促成此論壇。

「孫運𤪻演講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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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中⼭科學研究
院提供紅外線測溫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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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社會企業、蕙⽵成⻑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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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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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幫助更多⼈健康
⻑壽，也為開創台灣新產業努⼒！

2021-03-02 08:47 經濟日報 吳佳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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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崑濱伯 葉海煙：看見台灣亟需的5種力量

多次探訪無米樂社區與崑濱伯， 成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授葉海煙（左）前

往崑濱伯靈前上香後有感，寫下台灣人亟需的5種力量。（圖由張美雪提供）

2021/02/28 09:27

〔記者王涵平／台南報導〕多次探訪無米樂社區與崑濱伯，成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

教授葉海煙前往崑濱伯靈前上香後有感，寫下台灣人亟需的5種力量。

葉海煙表示，雖然崑濱伯辛苦一輩子，卻總是那麼樂天知足，縱然會批判會力爭，不輕

易妥協，卻很少有怨言，更少有罵聲。爽朗！快活！謙卑！真摯、誠懇又熱情！

他說，有一次去探訪崑濱伯夫婦，一見面，崑濱伯就直呼「教授，進來坐！」，回說他

才是教授、真正有經驗，有閱歷，有知識又能應用活用知識的教授，崑濱伯微笑以對。

他認為，「無米樂」哲學是定根台灣土地的力量與希望，崑濱伯一生辛勤，不辭勞苦，

幾乎全年無休地在工作，在台灣最大穀倉嘉南平原上種出優質良米，捐出百萬元作為推

動台灣稻米文化的基金。農忙之餘，經常不得閒地奔走各地，全力為農民請命，為台灣

發聲。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2/28/3451688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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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崑濱伯走了，但並沒離開我們，因為他已然高高樹立台灣農民的典範。如今永

遠安息在他所鍾愛的土地，彷彿他的種子行裡的種子一般，靜靜地等待落土生根，發芽

生長；種子裡藏的是力量、是希望，是我們共同的期待與理想。

他說，永遠懷念崑濱伯，是因為崑濱伯告訴我們做為一個台灣人，到底該用什麼樣的態

度來對待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又到底該用什麼樣的眼光來望向我們共同的未來。

他表示，在崑濱伯身上可以看到台灣人亟需的5種力量，定根土地的力量、腳踏實地的

力量、 永不懈志的力量、 謙卑平和的力量、 真實質樸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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