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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中鋼產學大聯盟成果發表暨第二期啟動會議

孫宜秋／南市

2018/10/10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大與

中鋼共同主導的產學大聯盟計畫－

「次世代鋼及其綠色製程與產品創新

應用產學合作計畫」成果發表會暨第

二期大聯盟計畫啟動大會，10月9日於

成大舉行。會場上藉由影片、展品與

看板，呈現過去５年來，共同主導與

執行的前瞻低碳冶煉、高強度鋼材、輥軋技術、熱沖壓技術、馬達/電磁鋼片、鋼胚

鋼板製程、海洋用鋼與風機。另外，也宣告即日起展開3年期的第二期產學大聯盟計

畫「新世代車用動力驅動關鍵模組整合設計之智能化平台建置」，以提升台灣整體

電動車產業鏈的技術與能量。
 

 第一期產學大聯盟計畫，學術端或技術端都達到預期效益。開發的低碳冶煉製

程，可減少30%碳排放，廢鋼煉鋼製程可回收廢鋼量達35%以上。加工製程方面，

建立台灣第一套3D加工輥軋技術，不需設計模具，即可直接加工鋼板達到客製化需

求。利用中鋼頂規極薄電磁鋼片設計動力馬達，馬達最大效率提升5%。製程智能化

監控，使中鋼訂單合格率提升2%。利用尖端熱處理技術及微控合金比例提升鋼材強

度並降低重量。整體而言，有效降低上游鋼材生產的碳排放及汙染，提升產品良

率、避免材料浪費。研發的高強度鋼材，用於車體不僅重量減輕，搭配高效率馬

達，將可產出遠比現今車體更節能的新一代電動車。
 

 產學大聯盟成果發表暨第二期大聯盟計畫啟動典禮，由成大副校長陳東陽、中鋼

董事長翁朝棟董事長共同主持，科技部次長鄒幼涵、國營會副主委吳豐盛等特地出

席，與會人員包括產官學研界人士及參與計畫的學者、研究人員約200人。
 

 鄒幼涵致詞表示，「業界出題，學界解題」的產學大聯盟，成大與中鋼建立完善

產學合作模式，學界提供進階所需的基礎數據，產業界提供研究需要的經驗與設

備，達到雙贏。陳東陽期許成大與中鋼在產學上有更多的發揮，協助台灣產業升

級，提升國際競爭力。翁朝棟表示，第二期產學大聯盟計畫重點在電動車關鍵動力

系統相關技術，未來電動車可能改變大家的生活型態與環境，必須盡早做好準備以

迎接挑戰，以期開創新產業領域。
 

 第二期產學大聯盟計畫，自107年8月1日起展開至110年7月31日。成大與中鋼共

同主導執行，參與的企業為中鋼、晟昌、新代。學界則有成大、台大、中山、台南

大學、雲科大等學校及國家網路中心。
 

 科技部與經濟部於101年11月共同提出「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簡稱：產學大聯

盟）」，是國內首創「業界出題，學界解題」的新型態之跨部會產學合作模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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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大聯盟係藉由國內一流學者與具國際競爭力之企業結合，將學界研發能量投入業

界，開發產業世界級前瞻技術，強化關鍵技術能量及專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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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中鋼產學大聯盟  首期計畫有成
記 者 施 春 瑛 ／ 台 南 報 導
2 0 1 8 - 1 0 - 0 9

成 大 與 中 鋼 主 導 執 行 的 產 學 大 聯 盟 計 畫 ， 昨 在 成 大 舉 行 成 果 發 表 會 。 （ 記 者 施

春 瑛 攝 ）

　成功大學與中鋼共同主導的產學大聯盟計畫─「次世代鋼及其

綠色製程與產品創新應用產學合作計畫」，九日在成大舉行成果

發表會暨第二期大聯盟計畫啟動大會，會中除了展現這五年來執

行成果，也宣告即日起再展開為期三年的「新世代車用動力驅動

關鍵模組整合設計之智能化平台建置」第二期產學大聯盟計畫。 

　成大、中鋼產學大聯盟典禮由成大副校長陳東陽、中鋼董事長

翁朝棟共同主持，科技部次長鄒幼涵、國營會副主委吳豐盛等人

特地出席，與會人員包括產官學研界人士以及參與計畫的學者、

研究人員約兩百人。

　會場上藉由影片、展品與看板，呈現過去五年來，成大與中鋼

共同主導與執行研發的前瞻低碳冶煉、高強度鋼材、輥軋技術、

熱沖壓技術、馬達／電磁鋼片等成果。

　成大表示，第一期產學大聯盟計畫，學術端或技術端都達到預

期效益，更宣布第二期產學大聯盟計畫「新世代車用動力驅動關

鍵模組整合設計之智能化平台建置」正式展開，參與的企業有中

鋼、晟昌、新代，學界則有成大、台大、中山、台南大學、雲科

大等學校及國家網路中心。翁朝棟表示，第二期計畫重點在電動

車關鍵動力系統相關技術，未來電動車可能改變大家的生活型態

與環境，必須儘早做好準備以迎接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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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9 08:00:00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分享

 

成功大學與中鋼共同主導的產學大聯盟計畫─「次世代鋼及其綠色製程與產品創新應用產學合作

計畫」，九日在成大舉行成果發表會暨第二期大聯盟計畫啟動大會，會中除了展現這五年來執行

成果，也宣告即日起再展開為期三年的「新世代車用動力驅動關鍵模組整合設計之智能化平台建

置」第二期產學大聯盟計畫。 

成大、中鋼產學大聯盟典禮由成大副校長陳東陽、中鋼董事長翁朝棟共同主持，科技部次長鄒幼

涵、國營會副主委吳豐盛等人特地出席，與會人員包括產官學研界人士以及參與計畫的學者、研

究人員約兩百人。 

會場上藉由影片、展品與看板，呈現過去五年來，成大與中鋼共同主導與執行研發的前瞻低碳冶

煉、高強度鋼材、輥軋技術、熱沖壓技術、馬達／電磁鋼片等成果。 

成大表示，第一期產學大聯盟計畫，學術端或技術端都達到預期效益，更宣布第二期產學大聯盟

計畫「新世代車用動力驅動關鍵模組整合設計之智能化平台建置」正式展開，參與的企業有中

鋼、晟昌、新代，學界則有成大、台大、中山、台南大學、雲科大等學校及國家網路中心。翁朝

棟表示，第二期計畫重點在電動車關鍵動力系統相關技術，未來電動車可能改變大家的生活型態

與環境，必須儘早做好準備以迎接挑戰。

成大中鋼產學大聯盟 首期計畫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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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中鋼產學大聯盟 跨足電動車技術

成⼤與中鋼共同主導的產學⼤聯盟計畫－「次世代鋼及其綠⾊製程與產品創
新應⽤產學合作計畫」，9⽇於成⼤舉⾏成果發表會暨第⼆期⼤聯盟計畫啟動
⼤會，現場不僅呈現過去五年合作成果外，另宣告將展開第⼆期產學⼤聯盟
計畫，期升台灣整體電動⾞產業鏈的技術與能量。

「次世代鋼及其綠⾊製程與產品創新應⽤產學合作計畫」產學⼤聯盟計畫是
從102年8⽉開始執⾏，共五年時間，從「產業升級材料先⾏」概念出發，⽬
標在提升產業競爭⼒與產值，也因應節能、低污染、再利⽤等環保課題，其
中共8所⼤學，以及⾦屬中⼼、國震中⼼等相關單位，提出24個研究⼦計畫，
中鋼公司則有15個專題計畫，將學界研究的結果化為實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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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次⻑鄒幼涵表⽰，「業界出題，學界解題」的產學⼤聯盟，成⼤與中
鋼建⽴完善產學合作模式，學界提供進階所需的基礎數據，產業界提供研究
需要的經驗與設備，達到雙贏。

成果發表會現場也藉由影⽚、展品與看板，呈現過去雙⽅共同主導與執⾏的
前瞻低碳冶煉、⾼強度鋼材、輥軋技術、熱沖壓技術、⾺達/電磁鋼⽚、鋼胚
鋼板製程、海洋⽤鋼與⾵機成果。

其中低碳冶煉製程，不僅可減少30%碳排放，廢鋼煉鋼製程亦可回收廢鋼量
達35%以上，在此計畫中，成⼤與中鋼更建⽴台灣第⼀套3D加⼯輥軋技術，
不需設計模具，即可直接加⼯鋼板達到客製化需求，利⽤中鋼頂規極薄電磁
鋼⽚設計動⼒⾺達，⾺達最⼤效率可提升5%。

並輔以製程智能化監控，使中鋼訂單合格率提升2%，且利⽤尖端熱處理技術
及微控合⾦⽐例，提升鋼材強度並降低重量，整體⽽⾔，第⼀期計畫成果，
可有效降低上游鋼材⽣產的碳排放及汙染，提升產品良率、避免材料浪費。

⽽近年來，國際汽⾞⼤廠紛紛投⼊電動⾞研發，預計2040年全球電動⾞將達4

千萬輛，在成果發表會上，雙⽅亦宣告啟動第⼆期產學⼤聯盟計畫「新世代
⾞⽤動⼒驅動關鍵模組整合設計之智能化平台建置」，延伸第⼀期計畫經驗
與成果。

第⼆期計畫⽬標，將開發電動⾞所需的電池、驅動器、⾺達、傳動模組、矽
鋼⽚等組件，建⽴台灣⾃有的電動⾞關鍵動⼒系統相關技術，另針對鋼鐵、
汽⾞產業、電機產業等，發展故障偵測、產線智能檢查等系統，輔導業界升
級。

中鋼董事⻑翁朝棟表⽰，第⼆期產學⼤聯盟計畫重點．在於電動⾞關鍵動⼒
系統相關技術，未來電動⾞可能改變⼤家的⽣活型態與環境，必須盡早做好
準備以迎接挑戰，期開創新產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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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攜手成功大學啟動產學大聯盟第二期合作計
畫
記者黃守作／高雄報導 - 2018-10-10 21:02:18

中鋼公司攜手成功大學於今(10)日上午，在成大國際會議廳，舉辦中鋼與產學大聯盟第1期成果發表及第2期合作

計畫啟動會議，相信第2期合作計畫也將產出重要的研發成果，能幫助國內產業切入國際電動載具供應鏈，為台

灣未來創造令人期待的新興亮點產業。

中鋼公司與產學大聯盟第1期成果發表及第2期合作計畫啟動會議，是由中鋼公司董事長翁朝棟與成功大學副校長

陳東陽共同主持，有科技部次長鄒幼涵、經濟部國營會副主委吳豐盛、中鋼公司執行副總經理王錫欽等人，以及

產學大聯盟各分項研究計畫的教授、研究人員等200人與會，共同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科技部次長鄒幼涵在致詞時表示，科技部部長陳良基曾提出「小國大戰略」，即科技研發要找夥伴及結交盟友，

並要「選擇」跟「聚焦」，而產學大聯盟即符合這樣的形態。

鄒幼涵次長指出，中鋼與成大的產學大聯盟第1期次世代鋼及其綠色製程與產品創新應用計畫成果中，汽車用鋼

零組件甚至成為供應鏈的主要業者，感謝中鋼董事長翁朝棟及其團隊的投入，期許第2期新世代車用動力驅動關

鍵模組整合設計之智能化平台建置合作計畫，加上控制器、電池製造等新的業者後，為台灣帶來更多的貢獻。

經濟部國營會副主委吳豐盛在致詞時提及，中鋼與成大於102年開始推動產學大聯盟計畫，在成大陳引幹教授領

導的團隊下，不僅開發新的技術，提升鋼品品質及生產效率，使製鋼產業對環境更友善，也培育了220多位博碩

士，可見此計畫的工作相當具有意義，對國內產業升級亦有莫大助益，期盼即將展開的第2期計畫，在成大蔡明

棋教授所帶領的團隊，在新的技術開發及移轉，能順利開花結果。

成大副校長陳東陽致詞時說明，成大近年來的產學合作量能快速成長，中鋼是鋼鐵產業的龍頭企業，成大責無旁

貸地要在鋼鐵產業領域上與中鋼合作，第1期產學合作計畫是從黃文星教授開始，陳引幹教授接續帶領，已有相

當豐碩的研發成果，第2期再把材料端建置到電動車載具的次系統，相信中鋼與成大所組成的一流台灣隊，能在

現有的產學合作基礎下，為雙方打造更為緊密的合作研發平台。

中鋼公司董事長翁朝棟致詞時表示，產學大聯盟以「業界出題、學界解題、始於企業、終於產業」為目標，將學

校完成的研發技術成果，搭配業界自行開發之應用技術，建構成完整應用方案，並落實於產業，感謝成大的全力

協助，第1期計畫完成多項的研發成果，將可協助國內用鋼產業，掌握前瞻發展機會所需的關鍵材料及加工技

術，並建構高附加價值產業群聚，期許產學大聯盟第2期計畫的團隊們，在發揮產學互補的綜效下，為國內的鋼

鐵產業開創新局，提升國際競爭力。

▲中鋼公司董事長翁朝棟(左3)攜手成功大學啟動產學大聯盟第2期合作計畫。(圖／記者黃守作攝，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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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攜手成功大學於今(10)日上午，在成大國際會議廳，舉辦中鋼與產學大聯盟第1期成果發表及第
2期合作計畫啟動會議，相信第2期合作計畫也將產出重要的研發成果，能幫助國內產業切入國際電動載
具供應鏈，為台灣未來創造令人期待的新興亮點產業。 
 
中鋼公司與產學大聯盟第1期成果發表及第2期合作計畫啟動會議，是由中鋼公司董事長翁朝棟與成功大
學副校長陳東陽共同主持，有科技部次長鄒幼涵、經濟部國營會副主委吳豐盛、中鋼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王錫欽等人，以及產學大聯盟各分項研究計畫的教授、研究人員等200人與會，共同見證這歷史性的一
刻。 
 
科技部次長鄒幼涵在致詞時表示，科技部部長陳良基曾提出「小國大戰略」，即科技研發要找夥伴及結
交盟友，並要「選擇」跟「聚焦」，而產學大聯盟即符合這樣的形態。 
 
鄒幼涵次長指出，中鋼與成大的產學大聯盟第1期次世代鋼及其綠色製程與產品創新應用計畫成果中，
汽車用鋼零組件甚至成為供應鏈的主要業者，感謝中鋼董事長翁朝棟及其團隊的投入，期許第2期新世
代車用動力驅動關鍵模組整合設計之智能化平台建置合作計畫，加上控制器、電池製造等新的業者後，
為台灣帶來更多的貢獻。 
 
經濟部國營會副主委吳豐盛在致詞時提及，中鋼與成大於102年開始推動產學大聯盟計畫，在成大陳引
幹教授領導的團隊下，不僅開發新的技術，提升鋼品品質及生產效率，使製鋼產業對環境更友善，也培
育了220多位博碩士，可見此計畫的工作相當具有意義，對國內產業升級亦有莫大助益，期盼即將展開
的第2期計畫，在成大蔡明棋教授所帶領的團隊，在新的技術開發及移轉，能順利開花結果。 
 
成大副校長陳東陽致詞時說明，成大近年來的產學合作量能快速成長，中鋼是鋼鐵產業的龍頭企業，成
大責無旁貸地要在鋼鐵產業領域上與中鋼合作，第1期產學合作計畫是從黃文星教授開始，陳引幹教授
接續帶領，已有相當豐碩的研發成果，第2期再把材料端建置到電動車載具的次系統，相信中鋼與成大
所組成的一流台灣隊，能在現有的產學合作基礎下，為雙方打造更為緊密的合作研發平台。 
 
中鋼公司董事長翁朝棟致詞時表示，產學大聯盟以「業界出題、學界解題、始於企業、終於產業」為目
標，將學校完成的研發技術成果，搭配業界自行開發之應用技術，建構成完整應用方案，並落實於產
業，感謝成大的全力協助，第1期計畫完成多項的研發成果，將可協助國內用鋼產業，掌握前瞻發展機
會所需的關鍵材料及加工技術，並建構高附加價值產業群聚，期許產學大聯盟第2期計畫的團隊們，在
發揮產學互補的綜效下，為國內的鋼鐵產業開創新局，提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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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董事長翁朝棟(左3)攜手成功大

學啟動產學大聯盟第2期合作計畫。(圖／記者

黃守作攝，2018.10.10)

NOWnews今日新聞 (2018-10-10 21:02)

中鋼公司攜手成功大學啟動產學大聯盟第二期合作計畫

中鋼公司攜手成功大學於今(10)日上午，在成

大國際會議廳，舉辦中鋼與產學大聯盟第1期

成果發表及第2期合作計畫啟動會議，相信第2

期合作計畫也將產出重要的研發成果，能幫助

國內產業切入國際電動載具供應鏈，為台灣未來創造令人期待的新興亮點產業。
 

 

中鋼公司與產學大聯盟第1期成果發表及第2期合作計畫啟動會議，是由中鋼公司董事

長翁朝棟與成功大學副校長陳東陽共同主持，有科技部次長鄒幼涵、經濟部國營會副

主委吳豐盛、中鋼公司執行副總經理王錫欽等人，以及產學大聯盟各分項研究計畫的

教授、研究人員等200人與會，共同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科技部次長鄒幼涵在致詞時表示，科技部部長陳良基曾提出「小國大戰略」，即科技

研發要找夥伴及結交盟友，並要「選擇」跟「聚焦」，而產學大聯盟即符合這樣的形

態。
 

 

鄒幼涵次長指出，中鋼與成大的產學大聯盟第1期次世代鋼及其綠色製程與產品創新

應用計畫成果中，汽車用鋼零組件甚至成為供應鏈的主要業者，感謝中鋼董事長翁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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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及其團隊的投入，期許第2期新世代車用動力驅動關鍵模組整合設計之智能化平台

建置合作計畫，加上控制器、電池製造等新的業者後，為台灣帶來更多的貢獻。
 

 

經濟部國營會副主委吳豐盛在致詞時提及，中鋼與成大於102年開始推動產學大聯盟

計畫，在成大陳引幹教授領導的團隊下，不僅開發新的技術，提升鋼品品質及生產效

率，使製鋼產業對環境更友善，也培育了220多位博碩士，可見此計畫的工作相當具

有意義，對國內產業升級亦有莫大助益，期盼即將展開的第2期計畫，在成大蔡明棋

教授所帶領的團隊，在新的技術開發及移轉，能順利開花結果。
 

 

成大副校長陳東陽致詞時說明，成大近年來的產學合作量能快速成長，中鋼是鋼鐵產

業的龍頭企業，成大責無旁貸地要在鋼鐵產業領域上與中鋼合作，第1期產學合作計

畫是從黃文星教授開始，陳引幹教授接續帶領，已有相當豐碩的研發成果，第2期再

把材料端建置到電動車載具的次系統，相信中鋼與成大所組成的一流台灣隊，能在現

有的產學合作基礎下，為雙方打造更為緊密的合作研發平台。
 

 

中鋼公司董事長翁朝棟致詞時表示，產學大聯盟以「業界出題、學界解題、始於企

業、終於產業」為目標，將學校完成的研發技術成果，搭配業界自行開發之應用技

術，建構成完整應用方案，並落實於產業，感謝成大的全力協助，第1期計畫完成多

項的研發成果，將可協助國內用鋼產業，掌握前瞻發展機會所需的關鍵材料及加工技

術，並建構高附加價值產業群聚，期許產學大聯盟第2期計畫的團隊們，在發揮產學

互補的綜效下，為國內的鋼鐵產業開創新局，提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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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產學大聯盟第一期成果發表暨第二期啟動會議」，與

會貴賓共同合影。

中鋼公司攜手成功大學 啟動產學大聯盟第二期合作計畫

【記者林常雄／高雄報導】   中鋼公司與
成功大學於9日在成大國際會議廳，舉辦「中鋼產學
大聯盟第一期成果發表暨第二期啟動會議」，由中
鋼翁朝棟董事長及成大陳東陽副校長共同主持，與
會貴賓包括科技部鄒幼涵次長及經濟部國營會吳豐
盛副主委，與產學大聯盟各分項研究計畫的教授、
研究人員等200人，共同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科技部鄒次長致詞時表示，科技部(原國科會)
陳良基部長曾提出「小國大戰略」，即科技研發要
找夥伴及結交盟友，並要「選擇」跟「聚焦」，而
產學大聯盟即符合這樣的形態。中鋼跟成大的產學
大聯盟第一期「次世代鋼及其綠色製程與產品創新
應用」計畫成果中，汽車用鋼零組件甚至成為供應
鏈的主要業者，很感謝翁董事長及中鋼團隊的投入。期許第二期「新世代車用動力驅動關鍵模組整合設
計之智能化平台建置」合作計畫，加上控制器、電池製造等新的業者後，為臺灣帶來更多的貢獻。
     

國 營會吳副主委致詞時提及，中鋼與成大在102年開始推動產學大聯盟計畫，在成大陳引幹教授領
導的團隊下，不僅開發新的技術，提升鋼品品質及生產效率，使製鋼產業對環境更友善，也培育了220
多位博碩士，可見此計畫的工作相當具有意義，對國內產業升級亦有莫大助益。第二期計畫即將展開，
祝福成大蔡明棋教授所帶領的團隊，新的技術開發及移轉能順利開花結果。      

成大陳副校長致詞時說明，成大近年來的產學合作量能快速成長，中鋼是鋼鐵產業的龍頭企業，
成大責無旁貸地要在鋼鐵產業領域上與中鋼合作。第一期產學合作計畫是從黃文星教授開始，陳引幹教
授接續帶領，已有相當豐碩的研發成果。第二期再把材料端建置到電動車載具的次系統，相信中鋼與成
大所組成的一流臺灣隊，在現有的產學合作基礎下，為雙方打造更為緊密的合作研發平台。      

中鋼翁董事長致詞時表示，產學大聯盟以「業界出題、學界解題、始於企業、終於產業」為目
標，將學校完成的研發技術成果，搭配業界自行開發之應用技術，建構成完整應用方案，並落實於產
業。感謝成大的全力協助，第一期計畫完成多項的研發成果，將可協助國內用鋼產業，掌握前瞻發展機
會所需的關鍵材料及加工技術，並建構高附加價值產業群聚。日本京都大學的本庶佑教授說過一句話：
「永遠不要輕易放過研究中的偶然發現」。過去本庶佑教授沒有一篇研究論文上過Science、Nature等著
名期刊，但他始終對學術研究抱持著追根究柢的熱忱，因著研究出的癌症免疫療法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目前Tesla電動汽車所用的電磁鋼片，唯一採用中鋼的鋼料，未來電動車可能會像智慧型手機一樣，改變
人們的生活型態，期勉產學大聯盟第二期計畫的團隊們，效法本庶佑教授的研究精神，在發揮產學互補
的綜效下，為國內的鋼鐵產業開創新局，提升國際競爭力。      

「產學大聯盟第一期成果發表暨第二期啟動會議」，另有實品展示「高強度鋼材」、「海洋用鋼
及風機」、「前瞻低碳冶煉」、「鋼材綠色製程」、「熱沖壓」、「3D輥軋成形」及「馬達/電磁鋼
片」等七大主題，與貴賓分享研發成果。會議也在各與會貴賓、中鋼、成大及全體與會人員的熱烈交流
討論下，得以順利圓滿成功，相信第二期合作計畫也將產出重要的研發成果，能幫助國內產業切入國際
電動載具供應鏈，為臺灣未來創造令人期待的新興亮點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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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攜⼿成⼤啟動「產學⼤聯盟」第⼆期合作計

畫

中鋼公司與成功⼤學於在成⼤國際會議廳舉辦「中鋼

產學⼤聯盟第⼀期成果發表暨第⼆期啟動會議」。

（圖／中鋼公司提供）

鋼公司與成功⼤學於今（9）

⽇在成⼤國際會議廳舉辦「中

鋼產學⼤聯盟第⼀期成果發表暨第

⼆期啟動會議」，由中鋼董事⻑翁

朝棟及成⼤副校⻑陳東陽共同主

持，與會貴賓包括科技部次⻑鄒幼

涵及經濟部國營會副主委吳豐盛，

與產學⼤聯盟各分項研究計畫的教

授、研究⼈員等200⼈，共同⾒證這

歷史性的⼀刻。

科技部次⻑鄒幼涵致詞時表⽰，科

技部⻑陳良基曾提出「⼩國⼤戰

略」，即科技研發要找夥伴及結交

盟友，並要選擇跟聚焦，⽽產學⼤

https://www.storm.mg/category/36292
https://www.storm.mg/localarticle-category/s3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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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即符合這樣的形態。中鋼跟成

⼤的產學⼤聯盟第⼀期「次世代鋼

及其綠⾊製程與產品創新應⽤」計

畫成果中，汽⾞⽤鋼零組件甚⾄成

為供應鏈的主要業者，很感謝翁朝

棟及中鋼團隊的投⼊。期許第⼆期

「新世代⾞⽤動⼒驅動關鍵模組整

合設計之智能化平台建置」合作計

畫，加上控制器、電池製造等新的

業者後，為臺灣帶來更多的貢獻。

經濟部國營會副主委吳豐盛提及，

中鋼與成⼤在102年開始推動產學⼤

聯盟計畫，在成⼤陳引幹教授領導

的團隊下，不僅開發新的技術，提

升鋼品品質及⽣產效率，使製鋼產

業對環境更友善，也培育了220多位

博碩⼠，可⾒此計畫的⼯作相當具

有意義，對國內產業升級亦有莫⼤

助益。第⼆期計畫即將展開，祝福

成⼤教授蔡明棋所帶領的團隊，新

的技術開發及移轉能順利開花結

果。

業界出題學界解題 始於企業終

於產業

成⼤副校⻑陳東陽說，成⼤近年來

的產學合作量能快速成⻑，中鋼是

鋼鐵產業的⿓頭企業，成⼤責無旁

貸地要在鋼鐵產業領域上與中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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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作。第⼀期產學合作計畫是從教授

⿈⽂星開始，教授陳引幹接續帶

領，已有相當豐碩的研發成果。第

⼆期再把材料端建置到電動⾞載具

的次系統，相信中鋼與成⼤所組成

的⼀流臺灣隊，在現有的產學合作

基礎下，為雙⽅打造更為緊密的合

作研發平台。

中鋼董事⻑翁朝棟指出，產學⼤聯

盟以「業界出題、學界解題、始於

企業、終於產業」為⽬標，將學校

完成的研發技術成果，搭配業界⾃

⾏開發之應⽤技術，建構成完整應

⽤⽅案，並落實於產業。感謝成⼤

的全⼒協助，第⼀期計畫完成多項

的研發成果，將可協助國內⽤鋼產

業，掌握前瞻發展機會所需的關鍵

材料及加⼯技術，並建構⾼附加價

值產業群聚。

成⼤	(/category/k7399)

中鋼	(/category/k17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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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攜成大 產學大聯盟第二期啟動

2018年10月10日 04:10  工商時報 林憲祥／高雄報導

中鋼與成功大學昨（9）日啟動產學大聯盟第

二期合作計畫。中鋼董座翁朝棟表示，產學大

聯盟以「業界出題、學界解題、始於企業、終

於產業」為目標，將學校完成的研發技術成

果，搭配業界自行開發之應用技術，建構完整

應用方案，並落實於產業。

產學大聯盟合作計畫昨假成大國際會議廳，舉

辦「中鋼產學大聯盟第一期成果發表暨第二期

啟動會議」，由翁朝棟及成大副校長陳東陽共

同主持，邀請科技部次長鄒幼涵、國營會副主

委吳豐盛等共同見證。

翁朝棟表示，感謝成大的全力協助，第一期計

畫完成多項研發成果，將可協助國內用鋼產

業，掌握前瞻發展機會所需的關鍵材料及加工

技術，並建構高附加價值產業群聚。陳東陽表

示，相信中鋼與成大所組成的一流臺灣隊，在

現有的基礎下，為雙方打造更為緊密的合作研

發平台。

鄒幼函致詞表示，期許第二期「新世代車用動

力驅動關鍵模組整合設計之智能化平台建置」

計畫，加上控制器、電池製造等新業者，為臺

灣帶來更多貢獻。

(工商時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602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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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護專新校長 成大教授黃美智勝出

2018-10-09 21:44 聯合報 記者吳佩旻╱即時報導

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校⻑遴選，經教育部組成遴選會，今天傍晚選定⿈
美智教授為第六任校⻑，教育部表⽰，後續將依國⽴專科學校校⻑遴選會
組織及運作辦法規定，送部⻑核定後聘任。

⿈美智教授現任教於國⽴成功⼤學，為華盛頓⼤學護理博⼠，歷任成⼤醫
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主任、成⼤護理系主任、⼈⽂社會科學中⼼副中⼼主
任等職務。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2NjU=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A0%A1%E9%95%B7%E9%81%B4%E9%81%B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8%82%B2%E9%83%A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86%AB%E5%AD%B8%E9%99%A2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0/09/realtime/5374871.jpg&x=0&y=0&sw=0&sh=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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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於成⼤護理系任教的⿈美智獲遴選為台南護專新任校⻑。圖/取⾃成⼤醫學院網站

校長遴選﹒教育部﹒醫學院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A0%A1%E9%95%B7%E9%81%B4%E9%81%B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8%82%B2%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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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oday新聞雲 > ⽣活 > 教育 2018年10⽉10⽇ 16:49

成⼤教授⿈美智遴選勝出 擔任台南護專新校⻑

 

▲成⼤⿈美智的專⻑是，兒科慢性疾病家照護、早產兒發展性照護、遺傳護理等。
（圖／翻攝成功⼤學官網）

記者崔⾄雲／台北報導

台南護理專科學校校⻑遴選，經教育部組成遴選會，9⽇傍晚選定成⼤教授⿈美智為
第六任校⻑，教育部表⽰，後續將依國⽴專科學校校⻑遴選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規定，
送部⻑核定後聘任。

⿈美智現任教於國⽴成功⼤學，為華盛頓⼤學護理博⼠，歷任成功⼤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護理部主任、成功⼤學護理系主任、⼈⽂社會科學中⼼副中⼼主任等職務。

⿈美智醫療專⻑在於兒科慢性疾病家照護、早產兒發展性照護、遺傳護理、嬰幼兒童
保健、跨⽂化 照護、護理教育、⽣命倫理、研究倫理。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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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護專9⽇遴選出新校⻑，由成功⼤學⿈美智勝出。（圖／翻攝google map）

關鍵字：台南護專,成功⼤學,⿈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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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外語進修班  即起受理報名
記 者 施 春 瑛 ／ 台 南 報 導
2 0 1 8 - 1 0 - 1 0

　成功大學外語中心第一一六期推廣教育外語進修班正招生中，

這期將新推出韓語等課程，即日起至十月三十日止受理報名，名

額有限，以報名先後次序額滿為止。 

　成大外語中心表示，目前正受理報名的最新一期推廣教育外語

進修班，上課日期從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共計二十四

堂課。

　開課班別包括英語正音班、英語會話入門、初級及中級英語會

話、職場英語會話班、看電影學生活英文與文化、暢談Ｔｅｄ和

新聞趣事、托福ＩＢＴ聽力與閱讀、托福ＩＢＴ寫作、英語寫作

基礎班、新制多益聽力與閱讀、多益技巧養成二班、ＩＥＬＴＳ

實力養成班、日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話、泰語、越南語、印

尼語，另新推出韓語會話、中高級寫作等課程。

　詳細簡章可至成大外語中心索取或至該中心網站下載，可通訊

報名或網路線上報名。

首頁 > 台南萬象

http://www.cdns.com.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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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認同肯定族群文化 成大原住民社團挺起胸膛
孫宜秋／南市

2018/10/11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功大

學原住民學生數截至106學年度為134

人，比外籍學生還少一半，107學年度

剛開始，註冊人數增為148人，但在校

園中還是最少數。而原住民學生對於

自己的身份往往比別人敏感，除了來

自於一般人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還

有很大原因是自身的身份認同並不穩定，原住民學生離開部落求學，往往會抓不準

自己的定位，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搖擺不定，或多或少充滿困惑，必須慢慢找回自

己。
 

 就讀成大政治系的邵齊，父親是屏東牡丹鄉排灣族人，母親則是高雄那瑪夏鄉的

高雄人，他從幼稚園開始天天搭伯父的車到恆春就讀，高中住校，大學則再離鄉背

井到了台南，「剛開始來到沒有高山的台南，覺得有點可怕，因為部落的孩子看到

山，還是會比較安心。」邵齊有點害羞地提起自己孤身在外的陌生感，卻又失落地

表示，「回到部落時，相較部落成長的孩子我卻又顯得不夠落落大方，感覺好像不

管到哪裡都無法真正融入。」
 

 就讀成大台文系的柯念竹，是屏東縣霧台鄉的魯凱族，國中時期的她，受到同儕

對原住民身分的質疑與霸凌，「他們說原住民很髒。」因而對自我認同有所動搖；

升高中時，柯念竹放棄自己喜歡的射箭，順著父母的期待進入台南女中，但也讓她

一度責怪父母，「因為自己跟同學落差很大，每次發考卷時，看到下一張的成績，

就覺得怎麼會有這麼厲害的人。」
 

 到了大學，因為想要了解更多原住民相關文化以及對母語課程有相當大的興趣，

柯念竹選擇了成大台文系，和一群原住民在原住民文化交流社團獲得歸屬感，一起

舉辦講座、美食周、舞蹈教學等活動，加上有共同的部落經驗，讓她看起來開朗許

多，但其實她內心對自己仍然相當沒有信心，「最擔心能不能順利畢業，尤其不斷

重修英文讓我很灰心喪志，英文是我很大的障礙，在心裡面一直跨不過去。」
 

 靠著朋友在期末口試一起練習對話，柯念竹上學期的英文總算加強了不少，老師

也鼓勵說她進步很多。「最印象深刻的是重修兩次課程的系上老師，她拿著講義輕

敲我的頭說：『不要在這裡待這麼久，回去寫一份報告。』」柯念竹很感謝在學業

的路上有這麼多老師及同學關心她、幫助她，這些都是她持續向前的力量。
 

 原民生從學習到生活都需要特別關懷，成大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在2017

年揭牌，期許成為原住民學生的依靠，並推動校園多元文化的認識與了解；在此之

前原住民孩子也早在2011年就成立了「原住民文化交流社團」。成大「原住民文化

http://www.enewstw.com/index.asp
http://www.enewstw.com/Cit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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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社團」的主旨就在協助帶領原住民學生正視自己的身份問題，副社長麥家綸表

示，社課主要以原住民文化為基礎，透過加深對文化敏感度的提升，讓原住民學弟

妹們擁有更廣闊的胸襟看待與自己不同意見的人，教的是認同自己也認同別人。
 

 麥家綸自己也曾面臨迷失，高中過後才正視自己，大學加入社團後在學長姐的引

導下，從原住民文化、社運等多元議題裡慢慢找回自己，不再格格不入。「曾經有

一個妹妹穿族服走在校園時感到羞澀，雖然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害怕什麼，但總覺

得很不一樣的服裝外表似乎過於醒目。」麥家綸自信地說，「身為哥哥姐姐的我們

要保護他們，所以我們也會一起穿，讓妹妹知道這一點也不羞恥。」這樣以身作則

的方式，是社團裡傳承下來的文化，就像部落文化需要傳承。
 

 原住民學生的「升學優惠制度」議題也常常夾帶在身分認同的情緒中，原民學生

靠著加分優惠進到優秀大學，與其他同受加分優惠的學生一樣，難免出現功課趕不

上的壓力，原民學生甚至會產生自卑情緒覺得自己原始分數低，學習情緒低落，還

有人因此不敢與同學組隊做計劃，怕會扯同學後腿，造成獨來獨往的現象，在課業

求知上更找不到助力，形成惡性循環。
 

 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主任樂鍇．祿璞崚岸鼓勵原住民學生不要懷疑自己的學習能

力，他大方承認自己也是靠著加分念到一般大學的原住民學生，「國中、高中時成

績不好沒關係，有機會進入好大學就要有信心，不要因為加分就否定學習，加分能

讓原住民人才獲得貢獻原住民社會的機會，要看制度擁有的正面效益，努力反饋社

會貢獻所學，這才是學習的意義」。
 

 事實上原住民學生也有一般人未及的獨特優勢，也就是擁有更多元的視野。樂鍇‧

祿璞崚岸老師認為，原住民在認識自己文化的同時，也一併在理解漢人文化，因此

反而具備更廣的觀點與視野，就像邵齊所提到的，調查自己原住民文化時發現了其

他漢人文化，而反觀一般人卻不一定了解自己的族群文化。
 

 樂鍇‧祿璞崚岸老師說，原住民就像一面鏡子，反映了非原住民，同時也扮演引導

角色，讓其他族群也能發掘到自己文化，進而產生認同。面對族群認同議題，一般

人往往錯誤地貼上文化優劣標籤，但各族群文化其實都有著自己的歷史深度，住在

台灣這塊小小寶島的我們都應該互相謙卑學習，發揚屬於自己的台灣文化，從部

落、鄉村、都市，台灣土地向下紮根，抬起頭來昂向世界，讓台灣文化更具普世價

值的全球優勢。
 

 原住民學生在生活中不斷找尋平衡點，除了自己的期許，肩上更是背負著家人的

期待，現在的柯念竹想要回到霧台協助親戚開餐廳，能夠更深入部落，她喜歡畫

畫、熱愛音樂，以自己所長為餐廳妝點，有了自己的店面去實踐在地深耕的夢想，

她揚起嘴角，散發自信的光采。



2018/10/11 月經來之前「冒不停」 惱人的生理痘 - Yahoo奇摩新聞

https://tw.news.yahoo.com/%E6%9C%88%E7%B6%93%E4%BE%86%E4%B9%8B%E5%89%8D-%E5%86%92%E4%B8%8D%E5%81%9C-%… 1/2

月經來之前「冒不停」 惱人的生理痘

生活中心／綜合報導

戴著口罩的30多歲陳小姐抱怨著，1年多來每逢「好朋友」要來之前，下巴就會冒出許多又

紅又腫的痘皰，在坊間接受治療也不見有多大改善，最後來找皮膚科醫師，看看還有沒有

什麼方法能解除她的困境。

▲圖／翻攝自成大醫院臉書

成大醫院皮膚部醫師袁正指出，依陳小姐的描述及其痤瘡的分布位置，這即是所謂的「生

理痘」。中醫常說若痘痘長在下巴，通常與經期不順或內分泌失調有關，此一論點倒是與

西醫的觀察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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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正醫師說，當女性月經來臨前，依照文獻的確有3-7成的病患其痤瘡會惡化，臨床症狀惡

化的情況可分為2種：一為類似青春痘一樣分布於整臉；另一種則為發炎的結節或膿皰，主

要分布於臉部下1/3。另外研究也發現，25歲以上患者受經期賀爾蒙影響似乎更明顯。

造成生理痘的原因目前尚無定論，有研究認為，因排卵後血中黃體素濃度攀升，而黃體素

於體內會轉化為雄性激素，並刺激位於毛囊皮脂腺的雄性激素受體，使其分泌更多油脂而

惡化痤瘡。不過，實際測量這些患者的血中雄性激素，大多介於正常值。

另有其它內分泌失調疾病，如多囊卵巢症候群，也會有痘痘的問題，但還有多毛、皮膚變

黑、體重增加和經期不穩等症狀，且血中雄性激素濃度會異常，必須經由醫師鑑別後才能

下診斷。

袁正醫師表示，生理痘的治療首選與一般青春痘相似，會先使用外用抗生素克林達黴素、A

酸或杜鵑花酸，若療效不彰，可再加上口服抗生素四環黴素或口服A酸等。

若確是月經前痤瘡嚴重惡化，且對傳統治療無效，或因多囊卵巢症候群造成體內雄性激素

過高，才會考慮抗雄性素的藥品，如口服避孕藥或Spironolactone。袁正醫師指出，治療痤

瘡的藥物繁雜、用法迥異而且往往需要長期奮戰，應尋求皮膚專科醫師的協助，針對個人

不同體質，達到真正的藥到痘除！（編輯：李鴻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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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自發替韓國瑜製作競選影片 成大校友出面
控訴抄襲離譜
2018/10/10 21:23:00

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近日網路上流傳一部影片，是支持者自發替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製作的競選影

片，影片上傳後有媒體大讚「賺人熱淚」，觀看次數截至今天下午也破58萬次。但據

《自由時報》報導，其實該影片根本是抄襲而來，其中有大量畫面抄襲國立成功大學學

生會在2014年拍攝的影片片段。

▲成大學生會四年前製作的影片。（圖／翻攝自Youtube）

韓國瑜自登記參選高雄市長以來，不斷表示經費不足，5日有網友替其製作參選影片，影

片開始處有聲明，內容全是由其他影片剪輯而成，若涉及侵權會下架。上傳不久後就有

成大第22屆學生會成員投訴，他們表示支持者替韓做的影片中，1分32秒到2分37秒有大

量片段是成大學生會在2014年拍攝的《1129，回家投票》影片，當時花費約10幾萬

元。



2018/10/11 網友自發替韓國瑜製作競選影片 成大校友出面控訴抄襲離譜 | 政治 | 三立新聞網 SETN.COM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440696 2/3

▲支持者自發幫韓國瑜做的影片畫面，明顯抄襲成大學生會的影片。（圖／翻攝自

Youtube）

投訴學生還表示，「連口白都完全沒改，造成謬誤！」，他們舉例學生影片的背景是在

成大求學的台北學子需回家投票，故口白是台南到台北的距離325公里，若以影片內容

及韓國瑜競選的是高雄市長來計算，台北到高雄距離實際應是359公里才對。

投訴學生痛批這部影片未註明出處，又作為選舉用途，使用時更沒有經過原作者同意，

完全藐視智慧財產權，並不是片頭聲明純屬巧合、敬請見諒就可蒙混過關的。投訴學生

還說，雖然影片是網友自發製作的，但身為一個市長候選人，韓國瑜也應該出面制止這

種不對的行為，並呼籲影片下架。

▲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圖／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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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內容比對照、影片連結） 

網友自發性替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韓國瑜製作的競選影片《韓國瑜─幫我回

家》，遭成大校友怒控抄襲，韓國瑜今出席三民區之友會活動時澄清，是「網路

上年輕人自發性且熱情投入剪輯」，他認為背後意義是「為什麼高雄經濟這麼

差，造成北漂青年人受苦，應該從這裡檢討，而不是在小技術性問題打轉。」 

  

《韓國瑜─幫我回家》的競選影片為網友自發性製作，引起網友分享並形容「賺人

熱淚」，但成大校友出面控訴，此則影片大量抄襲成功大學學生會在2014年自製

《1129，回家投票》影片，呼籲韓國瑜應出面喝斥抄襲，創意也要引述來源。 

  

對於競選影片爆抄襲，韓國瑜今傍晚出席三民區之友會活動時回應，該影片是網

路上年輕人自發性且熱情投入剪輯，並在網路上播放，「這都是非常自然的，不

光是讚美我的，也有批判我的，所以我覺得在這裡面做文章，一點意義也沒

有。」 

「幫我回家」影片爆抄襲 韓國瑜澄清：網
友自發性剪輯

競選影片《韓國瑜─幫我回家》，遭成大校友怒控抄襲。網路照片合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o84XRXC5O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l6KObtRu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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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瑜強調，這些網路背後的意義，代表高雄北漂年輕人在外過的非常辛苦，

「民進黨在高雄執政20年，要深刻檢討，為什麼高雄經濟這麼差？造成北漂的青

年人在外面受苦，應該從這裡去檢討，而不應該在小的技術性問題打轉。」 

  

「不能看到稱讚韓國瑜的影片，就不高興，批判韓國瑜的影片，就偷偷歡喜，這

都是不正確的心態。」韓國瑜呼籲，民進黨高雄市競選團隊應正視高雄子弟在外

面北漂，「我們把高雄繁榮起來，幫高雄的年輕人找到一條回家的道路。」(曾珮

瑛、吳柏源／高雄報導) 

 

出版時間 20：00 

更新時間 21：00

韓國瑜競選影片《韓國瑜─幫我回家》，今遭成大校友爆料抄襲，他回應該影片是熱情網友

自發性剪輯。吳柏源攝

Youtube上韓國瑜競選影片將出處一一標明，其中就有成大所製作的影片。翻攝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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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瑜競選影片《韓國瑜─幫我回家》，今遭成大校友爆料抄襲，他回應該影片是熱情網友

自發性剪輯。翻攝網路

關鍵字 高雄選區 韓國瑜 北漂 抄襲 幫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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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屆成功大學學生會在2014年
自製影片，鼓勵青年返鄉投票，卻
被網友抄襲，拿去剪輯成高雄市長

網友自發性替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韓國瑜製作競選影片，曝光後部分媒體形
容「賺人熱淚」，但創意根本來自抄襲，如大量抄襲成功大學學生會在2014
年自製片段，連台詞都原文照念，引發當初製作影片的學生會成員不滿。（取
自youtube）

2018-10-10 15:02

〔記者吳柏軒、葛祐豪／台北報導〕抄襲引不滿！網友自發性替國民黨高

雄市長參選人韓國瑜製作競選影片，曝光後部分媒體形容「賺人熱淚」，

但創意根本來自抄襲，如大量抄襲成功大學學生會在2014年自製片段，連

台詞都原文照念，引發當初學生會成員不滿，呼籲即使二創也該引述來

源，韓國瑜更該喝斥抄襲，提醒影片下架，以正社會視聽。

對此，韓國瑜陣營回應說，《韓國瑜─幫

我回家》影片，是支持韓國瑜的網路義勇

軍自費製作，「做成的版本在未公開前連

韓陣營都不知道」，因此與韓國瑜無關，

不清楚是否涉及抄襲。

韓國瑜參選高雄市長，對外表明競選經費

不足，5日有網友替其製作參選影片，影

片說明已聲明，內容全是是搜集很多本國

或他國的廣告編篡剪接而成，若有侵權會

獨家》韓國瑜競選影片涉抄襲 成大校友怒控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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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人韓國瑜的競選影片。（取自
成大學生會youtube頻道）

下架，而影片曝光後，被部分媒體瘋傳播

放，形容賺人熱淚，觀看次數截至今天下

午也破54萬次。

然而所謂賺人熱淚的創意，其實都是抄襲，更涉及侵權行為。有成功大學

第22屆學生會幹部投訴，批該影片中，在1分32秒到2分37秒，大量片段是

成大學生會在2014年花10幾萬元製作的《1129，回家投票》影片， 學生

影片1分半鐘的片段，就被韓的影片抄走1分鐘。

投訴學生還說：「就連台詞口白，都隻字未改，產生謬誤！」如學生影片

故事背景是在成大求學的台北學子，需回家投票，故口白提及325公里，是

台南到台北的距離，但韓競選影片照念，若要推算，台北到高雄距離實際

應是359公里才是。

投訴學生批，如果這個網友註明出處作為非商業與營利用途，應該是可被

接受的，但這部影片偏偏是未註明出處、又作為選舉（商業）用途，遑論

有沒有經原出品單位同意使用，完全沒有尊重原著作者的智慧財產，並不

是片頭聲明純屬巧合、敬請見諒就可以被豁免。

另外，投訴學生也說，雖影片是網友自製的自發行為，然而縱使影片的剪

輯不是韓國瑜知情授意，他本人也應該出面喝斥這種抄襲行為，以正社會

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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