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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舉辨大學部研究日。

成大「大學部研究日」學生團隊現身說法 分享研究心得與
收穫

孫宜秋／南市

2019/10/16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在學術

成大的理念下，鼓勵大學部同學迎接

挑戰、發揮學習研究潛能，成功大學

15 日 舉 辦 「 大 學 部 研 究 日

（ Undergraduate Research

Day）」，邀請參加國際競賽得獎學

生團隊、107年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

畫得獎者等，分享研究心得與收穫，希望激發更多學生積極探究學術內涵，蔚為風

氣。蘇慧貞校長鼓勵成大所有學生，培養獨立思考、跨域學習、判斷與解決問題的

能力，成大將以師生不斷累積知識基礎，定義其在宇宙世界上的意義。

 在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舉辦的得獎團隊、得獎學生心得與經驗分享活動，吸引

近 200 名 學 生 參 加 。 iGEM （ 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成員李沅臻表示，原本iGEM並不是自己的專長領域，但參加後要強

迫自己搞懂不同領域的知識並加以運用，她發現只要花時間努力、不斷學習，就逐

漸有成果，也對個人帶來很多正面的影響。例如參加國際競賽以英文做簡報，說明

理念，行銷作品，對亞洲學生來說是很大的挑戰與壓力，有多次參賽經驗的iGEM

深知英文簡報的重要性，花很多時間苦練，在簡介2019年以腎臟病為主題的競賽

作品，成員特地以英文做簡報，流利、清晰又充滿自信，實力一覽無遺。

 蘇慧貞以自身經驗告訴學生，不要害怕不懂跨領域的知識。還記得初到成大醫學

院任教，就算是參加同為醫學院的研討會，不同領域主題也是聽不太懂，但還是認

真去聽，更強迫自己不只要聽，還要提問，逐漸累積出跨領域知識，開始有能力與

不同系所的人討論、聊天。

 成大工科系叢集電腦競賽的教練李朝琴分享訓練學生參賽、出國比賽的經驗，他

表示，學生一開始都很緊張，害怕自己能力不夠，其實教練、老師都會與學生一起

熬夜摸索看論文。論文看不懂也沒關係，英文單字一個個查，努力學習跨領域知

識，去接受挑戰。他強調，不要害怕與老師討論，老師會很開心接受學生提問。比

賽時面對競爭對手，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只要每天都有進步與成長，就是很大的

收穫。

 蘇慧貞鼓勵學生鞭策自我學習，學校有老師、有資源，但畢業後的發展除了學校

有責任，更多的責任是在學生自己身上，希望成大學生好好探索、努力跨域學習，

多多參加研究計劃，並以做學術期刊論文的態度來學習，呈現頂尖大學應有的學術

研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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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舉辦大學部研究日
2019-10-16

成大十五日舉辦大學部研究日，參加國際競賽得獎學生團隊、一０七年

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得獎者，應邀分享研究心得與收穫。 （記者羅玉

如攝）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成大十五日舉辦大學部研究日，參加國際競賽得獎學生團隊、一０七

年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得獎者，應邀分享研究心得與收穫。多名學生

聽講後，對加入iGEM、叢集電腦競賽團隊的意願很高，也有人現場詢

問相關細節，反應熱絡。

 成大大學部研究日活動，昨日在該校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舉辦，吸

引近兩百名學生參加。簡稱iGEM的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成員李沅臻表示，原本iGEM並非自己

的專長領域，參加後不得不強迫搞懂不同領域的知識，並加以運用。她

發現，透過努力、不斷學習，一定會有成果。以參加國際競賽為例，用

英文做簡報、說明理念、行銷作品，對亞洲學生來說是很大的挑戰與壓

力。但iGEM成員有多次參賽經驗，深知英文簡報的重要性，因此花很

多時間苦練。今年以腎臟病為主題的競賽作品，成員的英文簡報流利、

清晰且充滿自信，令人刮目相看。

 成大工科系叢集電腦競賽教練李朝琴，分享訓練學生參賽、出國比賽

的經驗。他指出，一開始學生都很緊張，害怕自己能力不夠。其實論文

看不懂也沒關係，逐一查閱英文單字，努力學習跨領域知識接受挑戰，

http://www.cdns.com.tw/articles/34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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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害怕與老師討論。比賽時面對競爭對手，千萬不要給自己太大壓

力。每天都有進步與成長，就是很大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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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大學部研究日 鼓勵學子獨立思考、跨域學習

成功⼤學15⽇舉辦「⼤學部研究⽇（Undergraduate Research Day）」，
邀請參加國際競賽得獎學⽣團隊共六隊、107年科技部⼤專⽣研究計畫得獎者
等，分享研究⼼得與收穫，吸引校內近200名學⽣參加。

成⼤校⻑蘇慧貞表⽰，⿎勵成⼤所有學⽣，培養獨⽴思考、跨域學習、判斷
與解決問題的能⼒，並⿎勵學⽣，不要害怕不懂跨領域的知識。

蘇慧貞說，記得初到成⼤醫學院任教，就算是參加同學醫學院的研討會，不
同領域主題也是聽不太懂，但還是認真去聽，更強迫⾃⼰不只要聽，還要提
問，逐漸累積出跨領域知識。

她說，不同領域的同學，很可能都會激發彼此做研究時當下的啟發，蘇慧貞
也舉例，成⼤的學⽣常常在許多校外⽐賽上，拿到的都是銀牌，探究原因，
是因為過程中拿到很⾼的積分，但往往在最後的臨場⾯談，或是⾯對評審提
問，缺乏⾃信，缺乏⾃⼰所掌握的知識有⾜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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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貞⿎勵學⽣鞭策⾃我學習，學校有⽼師、有資源，但畢業後的發展，除
了學校有責任，更多的責任是在學⽣⾃⼰⾝上，希望成⼤學⽣好好探索、努
⼒跨域學習，多多參加研究計劃，並以做學術期刊論⽂的態度來學習，呈現
頂尖⼤學應有的學術研究內涵。

國際競賽得獎學⽣團隊之⼀的iGEM（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成員李沅臻表⽰，原本 iGEM並不是⾃⼰的專⻑領
域，但參加後，要強迫⾃⼰搞懂不同領域的知識，並加以運⽤，她發現只要
花時間努⼒、不斷學習，就逐漸有成果，也對個⼈帶來很多正⾯的影響。

像是參加國際競賽以英⽂做簡報，說明理念，⾏銷作品，對亞洲學⽣來說是
很⼤的挑戰與壓⼒，有多次參賽經驗的 iGEM，深知英⽂簡報的重要性，花很

「⼤學部研究⽇（Undergraduate Research Day）」，邀請參加國際競賽得獎學⽣團隊共六隊、107年

科技部⼤專⽣研究計畫得獎者等，分享研究⼼得與收穫。 張傑/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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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時間苦練，在簡介2019年以腎臟病為主題的競賽作品，成員特地以英⽂做
簡報，流利、清晰⼜充滿⾃信，實⼒⼀覽無遺。

成⼤⼯科系叢集電腦競賽的教練李朝琴，也分享訓練學⽣參賽、出國⽐賽的
經驗，他表⽰，學⽣⼀開始都很緊張，害怕⾃⼰能⼒不夠，其實教練、⽼師
都會與學⽣⼀起熬夜摸索看論⽂。

論⽂看不懂也沒關係，英⽂單字⼀個個查，努⼒學習跨領域知識，去接受挑
戰。他強調，不要害怕與⽼師討論，⽼師會很開⼼接受學⽣提問，⽐賽時⾯
對競爭對⼿，不要給⾃⼰太⼤壓⼒，只要每天都有進步與成⻑，就是很⼤的
收穫。

成⼤校⻑蘇慧貞提出學術成⼤Undergraduate Research ，⿎勵年輕學⼦跨域學習，獨⽴思考． 張傑/攝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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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研發⻑謝孫源表⽰，在蘇慧貞校⻑提出學術成⼤ Undergraduate

Research理念，⾸部曲已在9⽉初開學時，率領校內⼤⼀新⽣參觀校園裡108

個實驗室、13個校級研究中⼼及3個國家級研究中⼼。

⼆部曲⼤學部研究⽇（Undergraduate Research Day），則是匯集成⼤9⼤
學院資源，是跨域學習的最佳場域，提供校內學⽣各項研究、學習的選項與
機會。

⽽三部曲，⽬前校內已著⼿積極建構共同實驗場域，⿎勵同學實踐⾃⼰想
法，讓學⽣若對某⼀領域好奇感興趣，也能在最短時間內，找到相關的研究
與指導教授，深⼊探索與學習，不僅提升教學與研究品質，也可有助於未來
職涯發展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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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幸福時大腦會發亮 成大研究揭人體奧秘
最新更新：2019/10/16 14:34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團隊發現，當受試者感覺幸福時，大腦與自我概念最有關的2個腦區會各自發亮，影
像以同心圓方式擴散。（圖取自PLOS ONE期刊網頁journals.plos.org）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6日電）每個人的幸福感不同，只能意會，不能言傳，但

國立成功大學竟透過磁振造影儀進行大腦造影，讓幸福在大腦中被看見，研究成果今

年10月發表於PLOS ONE期刊。

幸福向來只能意會，成大心智影像研究中心暨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帶領電機研究所博

士生歐陽諺、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生趙韓信，以磁振造影儀進行大腦造影，讓人看見

幸福。

研究團隊招募20名受試學生到成大心智影像中心做大腦功能造影，一次一張，觀看

母親親吻嬰兒、工作、會議、結婚、一家人海邊散步、競賽得冠軍等各式圖片，再請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firstnew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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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按鍵回答「讓你覺得多幸福？」

研究團隊發現，當受試者感覺幸福時，大腦與自我概念最有關的2個腦區會各自發

亮，影像以同心圓方式擴散。個人型的幸福感（比賽獨得冠軍），核心區比較亮。他

人相關的幸福感（母親吻子女、三代同堂、一家人和樂融融），同心圓的亮區離核心

較遠，範圍較大。

研究團隊推論，幸福感可從「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來切入，多數受試者的亮區，

都離核心區較遠，顯示出與人互動產生的幸福感，高於個人功成名就的幸福感。

龔俊嘉指出，造影的影像對「幸福感」提出生理性的支持，與他人有關的幸福感大於

個人型的幸福感，說明了人們會對「自己在乎的人」做一些讓他們快樂開心的事，所

謂在乎的人，不一定是關係緊密的親友，也可能是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這也說明了

「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歐陽諺說，很多人都有過向流動小販買口香糖、玉蘭花後，產生助人為樂的經驗，對

照大腦造影幸福感的研究，是相呼應的。至於個人型的幸福感，大腦反應不如與他人

有關的幸福來得強烈，可能和經驗多寡有關。

龔俊嘉說，不同年紀的人都在追求幸福感，但定義可能也都不同，研究團隊未來將嘗

試研究不同族群、不同年紀與人生階段的幸福，探討不同年紀的幸福定義，大腦的反

應方式是否也會有所不同。（編輯：黃世雅）10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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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幸福看的見 成大心智影像研究中心發現腦內幸福圖像

2019-10-16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成功大學 龔俊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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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心智影像研究中心暨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帶領電機所博士生歐陽諺、醫資所碩士生
趙韓信，以磁振造影儀（MRI）進行大腦造影，讓只能意會的幸福被看見。團隊招募約
20名受試者，到成大心智影像中心做fMRI大腦功能造影。
 
龔俊嘉團隊從客觀的影像推論，幸福感可以從「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來切入，研究
也發現，與人互動產生的幸福感，高於個人功成名就的幸福感。
 

右起博士生歐陽諺、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醫資所碩士生趙韓信.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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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榕園96年歷史的老榕樹，為日本裕仁天
皇仍為皇太子時所植，校方已同意由台灣傳統
基金會取得育苗樣本。（記者劉婉君攝）

2019-10-16

台灣傳統基金會轉贈 成大允提供樹種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榕園知名的九十六年老榕樹大有來頭，相傳為日本裕

仁天皇仍是皇太子時所植。而在二十二日德仁天皇即位之禮前夕，台灣傳統基金會希望取得榕

樹苗十九日轉贈給日方，以增進台日情誼，成大同意提供樹種促成佳事，將由基金會聘請專家

前來取得樣本後自行育苗，明年才會移植至日本。

成大榕園內有三棵日本三位「皇太子」栽種的榕樹，

包括裕仁和他的兩位皇弟雍仁、宣仁，一九六六年隨

光復營區歸屬成大，一九九五年時，裕仁天皇種植的

榕樹曾被國泰人壽認養，並且成為國泰人壽的商標，

隨著廣告在街頭、報章、電視等出現，大榕樹也因此

打開知名度。

成大3榕樹 是日本3位皇太子栽種

台灣傳統基金會昨天函文給成大表示，日本德仁天皇

將於二十二日舉行即位之禮，旅日在台同鄉為促進兩國的民間交流，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母

親安倍洋子協商，希望將一九二三年四月裕仁天皇以「皇太子」身分來台時，在成大種植的榕

樹，以苗栽方式移植到日本皇室居所或其他陵寢，藉此表達台日雙方友誼永固，也紀念此段歷

史。日方並已安排將在十九日下午一時卅分在日本東京明治神宮舉行捐贈儀式。

成大：由基金會聘專家來取樣本育苗

成大主秘李俊璋表示，經與該基金會連繫及學校內部討論後，學校同意提供樹種，但該棵榕樹

種於一九二三年，而成大是在一九三一年才成立，只是現在榕樹位在成大的土地上，基於台日

友誼，校方同意由基金會聘請專家，在校方總務處人員在場的情形下，採取老榕樹的樣本，後

續將由基金會自行育苗、並以基金會名義轉贈給日方。

19日先將同意捐贈文件交日 明年移植

李俊璋指出，榕樹育苗需要三至四個月的時間，校方僅配合提供樹種，據了解，基金會同時捐

贈給日方的還包括屏東的竹與陽明山的櫻花，十九日先將同意捐贈的文件交給日方後，明年才

會擇期移植。

賀日天皇即位禮 成大允贈榕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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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天皇將登基 台灣贈「昭和櫻」返鄉慶賀

日本德仁天皇即將於22日行登基大禮，台灣及日本民間人士組成「日本櫻、榕、竹

返鄉會」， 將把1923年昭和天皇裕仁以攝政宮皇太子身分行幸台灣時種植的櫻花、

榕樹和竹子，以分株的方式送回日本栽種，慶祝裕仁之孫德仁天皇登基，不但要見證

台日緊密連結的歷史，也期待日本皇室能重啟訪台的友好交流。

By  editor  - 2019-10-15

日本德仁天皇即將於22日行登基大禮。

https://www.taiwandaily.net/author/david/
https://www.taiwandaily.net/wp-content/uploads/2019/10/600_phpJz9Rp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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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成功大學光復校區榕園內的百年老榕樹為1923年日本皇太子裕仁所種植。（記者林翠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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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在2003年銘刻「老榕百齡記」記載該樹為裕仁親手種植的碑文。（記者林翠儀攝）

1923年日本攝政宮皇太子裕仁行幸台灣12天。（記者林翠儀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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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送儀式預定19日於東京明治紀念館舉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之母安倍洋子將代表

接受，駐日代表謝長廷也將以來賓身分到場。分株苗木則將在完成日本檢疫後，種植

於日本伊勢神宮等與皇室有淵源的地點。

「日本櫻、榕、竹返鄉會」台日雙方分別由前總統夫人曾文惠及安倍洋子擔任榮譽會

長，參與者包括前政務委員黃石城、前駐日代表許世楷、全日本台灣連合會會長趙中

正、日本外交評論家加瀨英明等人。

1923年皇太子裕仁代替臥病的大正天皇，來台展開為期12天的「東宮行啟

（幸）」，視察台澎各地。1895年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至終戰1945年之間，至

少有27名皇室成員訪台，裕仁東宮行幸台灣則是最盛大的一次，裕仁行幸期間於台

北、台南及屏東種植了櫻花、榕樹與瑞竹，地點分別為現今「陽明書屋」後方山腰、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榕園及屏東。

三種植物均有近百年的樹齡，至今依然存活且開枝拓葉，其中成大榕園的榕樹由「霖

園集團」出資認養，並做為該公司的商標廣為人知。成大在2003年銘刻「老榕百齡

記」記載該樹為裕仁親手種植的碑文，成大榕園也是台南市民最愛的納涼地點之一。

相較於南韓在戰後全面鏟除日治時代種植的紀念植物，並將這些植物稱為「日帝時代

的殘渣」，台灣民眾對日本的友好程度可見一斑。

「日本櫻、榕、竹花返鄉會」為了慶賀德仁天皇即位，透過各界奔走請相關單位提供

原生櫻、百年榕、瑞竹的苗木盆栽各五盆，讓當年裕仁天皇親手種植的植物「返鄉」

交流，再次確認台日之間百年以來的深厚關連，也期待能再次迎接日本皇室成員訪

台，加深兩國友誼。自由時報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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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日皇即位 台灣將贈禮由首相母親代表接受
最新更新：2019/10/16 09:04

（中央社記者楊明珠東京16日專電）日皇德仁22日將舉行即位儀式，台灣相關人士

計畫致贈櫻花、竹、榕樹苗當賀禮，將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母親安倍洋子代表接受，

也期待日本皇室能重啟訪台的友好交流。

日本產經新聞今天報導，台灣政經界的知日派人士計畫把1923年攝政宮皇太子裕仁

親王訪問台灣時、民眾為了歡迎裕仁所種植的櫻花以及裕仁親手種植的竹、榕樹苗木

贈送給日本，當做日皇德仁22日即位儀式的賀禮。

裕仁後來當上日皇，是當今日皇德仁的祖父。

報導指出，一些台灣知日派人士與支持這項活動的日本人士組成「日本櫻、榕、竹返

鄉會」，19日將在東京的明治紀念館舉行贈禮儀式，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母親安

倍洋子代表接受，駐日代表謝長廷將以來賓身分出席。

「日本櫻、榕、竹返鄉會」台灣方面由前總統李登輝的夫人曾文惠擔任名譽會長、前

政務委員黃石城擔任會長。前駐日代表許世楷、全日本台灣連合會會長趙中正等人身

為發起人支持。

日本方面的名譽會長由安倍洋子擔任，會長由日本外交評論家加瀨英明擔任。

上述的植物與1923年（大正12年）4月，當時的攝政宮皇太子裕仁親王訪台灣時有

關。

當年台灣民眾為了歡迎裕仁，在通往裕仁下榻的台北草山賓館的道路兩旁（現在的陽

明書屋後方山腰）種植櫻花。竹子與榕樹則是裕仁在屏東與台南親手種植的。

報導指出，裕仁以皇太子的身分於1923年造訪台灣，在台灣停留12天，造訪了台

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各地。當時為了歡迎裕仁，民眾種植的櫻樹、裕仁親自種植

的竹子、榕樹備受照料培育，種植地現在已成觀光名勝。尤其是位於台南的國立成功

大學校園內的榕樹是台灣一家大型保險公司的商標，在當地頗受歡迎。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opl.aspx


2019/10/16 賀日皇即位 台灣將贈禮由首相母親代表接受 | 國際 | 中央社 CNA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10160028.aspx 2/2

相關人士計畫將這些植物的苗木盆栽數株贈送給日本。因為這些苗木要送到日本需要

進行植物檢疫等手續需要一些時間，所以台灣方面相關人士在日皇德仁舉行即位儀式

之前就先到日本，19日先遞送贈禮目錄給日方。

黃石城對產經新聞表示，希望藉由這項「植物返鄉」活動再度確認台日的深厚情誼，

讓雙方關係更加發展。

加藤英明表示，這是很難得的事，他感到很高興，希望將台灣這些人士的深情厚意推

廣給更多人知道。

這項「日本櫻、榕、竹返鄉」計畫在日皇德仁的即位儀式日程敲定的幾個月前就開始

籌備，獲得台灣政經界等許多知名人士支持。許多台灣人士期待藉由這次的「日本

櫻、榕、竹返鄉」計畫能再度確認台日深厚的情誼，促成日本皇族訪台。（編輯：周

永捷）10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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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推ConceptD 打造創作者生態鏈

宏碁投⼊創作者市場先不求量⽽是與市場溝通。宏碁亞太營運總部暨台灣區
總經理侯知遠說，ConceptD（概念家創）系列的推出，是讓市場多⼀個品牌
選擇外，宏碁使⽤者在創作內容⽅⾯，不需將就於電競產品，⽽能擁有符合
需求的創作者系統。

侯知遠說，宏碁能在亞太及台灣電競市場短時間內衝出佳績，品牌度有所提
升，即是打造⽣態鏈為先，因產品溝通出的產業鏈才具有價值。此次
ConceptD的推出也先以打造⽣態鏈為⾸要⼯作，為此宏碁特與交⼤、臺科
⼤、成⼤及台灣創意中⼼等單位合作，讓ConceptD於對的市場中取得回饋，
並讓⽤戶能因ConceptD旗下筆電、桌上電腦、螢幕⽽提升競爭⼒。

2019-10-16 09:45 經濟日報 彭子豪

宏碁亞太營運總部暨台灣區總經理侯知遠（左四）認為，打造⾃有⽣態鏈才有助公司⻑期服務於創作者市

場，此理念獲交⼤、臺科⼤、成⼤等單位認同⼒挺。 彭⼦豪／攝影

讚 0 分享 Y ⽤LINE傳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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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是交⼤發展跨領域學程的重要合作夥伴。交⼤校⻑陳信宏說，去年宏碁
協助該校打造智能綠建築創意⾏動基地，透過宏碁專業及穩定的電腦系統，
讓交⼤於杜拜舉辦的太陽能⼗項全能綠建築中東盃（SDME）決賽取得亞洲區
⼤學第⼀名，此次交⼤再與宏碁合作，導⼊宏碁全新創作者電腦、筆電
ConceptD系列於該校「前衛創作⼈才培育計畫」，以利學⼦揮灑各項創意。

「前衛創作⼈才培育計畫」為跨領域學分學程，⽬前共有九⼤短期實作課
程，共有AI Driving and Robot、⼈機互動研究、物聯網、AR／VR學程，特
點即是讓理科、⽂科的學⼦能以不同的學術語⾔進⼊課程，激發所學創意
後，再以⼀樣的語⾔完成任務。

成⼤第⼗學院College X助理教授⿈仲菁說，該校近年積極推動跨學科課程，
為讓內容聚焦，特於今年成⽴第⼗學院College X，將以4堂實作課程，讓學
⼦在「⼈⼯智慧與未來設計」、「有感⽣活與趨勢設計」、「循環經濟與未
來城市」及「虛擬互動與創新未來」中發揮創意，⽽宏碁ConceptD電腦、筆
電將助學⼦落實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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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料羅灣潮位新站啟用 觀測巨浪暴潮更即時

2019-10-15 16:51 聯合報 記者蔡家蓁／即時報導

⽔利署為提升潮位資訊服務，增進港航安全，由⾦⾨縣政府⾦⾨港務處建
造，委託成功⼤學近海⽔⽂中⼼建置的全新料羅灣潮位站今⽇啟⽤，這是
⾦⾨第3個設置的相關觀測站，未來將可在颱⾵期間監測⾦⾨地區的暴
潮、巨浪、狂⾵等，對⾦⾨海岸保護及海岸災害防治提供重要資訊。

⾦⾨縣港務處⻑何佩舉表⽰， 為了能有效應⽤⾦⾨地區的海氣象資訊，
成功⼤學近海⽔⽂中⼼於⾦⾨航空站及⽔頭商港建置海氣象資訊展⽰站，
讓遊客能在進⼊⾦⾨地區時，即能掌握當地海氣象資訊，利⽤所得訊息規
畫⾏程，促使能得到最好的旅遊興致與品質。

⽔利署指出，由於料羅港⻑期有改善⼯程施⼯，原先所設置的潮位站暫時
遷移⾄附近的臨時位置，繼續進⾏不中斷的觀測，今⽇起潮位站正式遷⼊
安全的站房內，避免在無建物保護下⽽遭受撞毀。

據了解，⽔利署在⾦⾨地區除了建置有料羅灣潮位站外，尚有⽔頭潮位站
(⽔頭商港⻄防波堤堤頭)及⾦⾨資料浮標站(料羅灣港南⽅海上4km，觀
測波浪、海流、⾵速及氣壓)，海氣象觀測站平時可提供⺠眾即時的波、
潮、流、⾵等觀測資料，亦可建⽴國家海象基本資料庫，⽽颱⾵期間可監
測⾦⾨地區的暴潮、巨浪、狂⾵等，對⾦⾨海岸保護及海岸災害防治提供
重要資訊；港務處也可獲得即時資料訊息，提供船舶進出港參考，維護港
航安全。

⾦⾨港務處進⼀步表⽰，由於近年料羅港為紓解港內砂⽯碼頭空間不⾜問
題，及改善既有外廓設施，以提昇港池靜穩度，降低天候不良影響，增加
外港區碼頭可利⽤時間，於105年4⽉8⽇決標，5⽉26⽇啟動料羅港外港
區增設砂⽯碼頭及外廓設施改善⼯程，108年08⽉完⼯，其中潮位站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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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可有效避免潮位站遭受外⼒破壞，為船舶進出港提供即時潮位資料，
掌握港灣潮汐變化。

新料羅灣潮位站於今⽇正式啟⽤，未來將可在颱⾵期間監測⾦⾨地區的暴潮、巨浪、狂⾵等，對⾦⾨

海岸保護及海岸災害防治提供重要資訊。圖／⾦⾨港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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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料羅灣潮位站於今⽇正式啟⽤，由⾦⾨縣港務處⻑何佩舉（右）與成功⼤學近海⽔⽂中⼼副組⻑王

得根⼀起主持揭牌儀式。圖／⾦⾨港務處提供

金門﹒碼頭﹒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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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連儂牆場地申請最後一天，成功大學零貳社將舉辦「還給香港一個光
輝歲月——我在成大撐香港」聲援活動。（記者劉婉君攝）

2019-10-16 08:45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我在成大撐香港！」國立成功大學零貳社今

晚7時起，將在成大光復校區學生活動中心木製舞台舉辦連儂晚會，以行動

聲援香港反送中抗爭，晚會上並將合唱《讓榮光歸香港》。

成大學生會在光復校區門口設置連儂牆，成大零貳社趕在連儂牆場地申請

的最後一夜，舉辦「還給香港一個光輝歲月——我在成大撐香港」聲援活

動，由成大學生會協辦，校內學生組織國際社、TO拉酷社、政治系系學會

等也一同響應。

中研院副研究員吳叡人、港裔成大政治系教授梁文韜、成大醫學系教授謝

奇璋都將出席站台，與成大學生及民眾議論港台兩地的民主現況。

成大零貳社長張建邦表示，這是一個香港人為了擺脫黑警暴力及全面管制

的歷史時刻。連儂牆只是一種聲援的形式，因此連儂牆的結束不是成大學

成大學生撐香港 今辦連儂晚會合唱《讓榮光歸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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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聲援香港的結束，而是將榮光與祝福投入校園的開始，期望透過傳唱

《願榮光歸香港》，喚起成大校園對民主意識及政治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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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零貳社」辦晚會 聲援香港抗爭

▲成大零貳社將舉辦晚會，聲援香港抗爭活動。（圖／翻攝自成大零貳社臉書）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趕在成大校園連儂牆場地申請最後一夜，成大零貳社10月16日晚上將舉辦晚會，聲援

香港抗爭，包含中研院副研究員吳叡人、港裔成大政治系教授梁文韜、成大醫學系教

授謝奇璋都將出席站台，與成大學生及市民，議論港台兩地民主現況，也將合唱「香

港國歌」《願榮光歸香港》，主辦單位預估將有200人到場力挺。

香港逃犯條例修訂爭議持續延燒，上週更傳出15歲少女陳彥霖的浮屍疑雲。成功大學

異議性社團零貳社，將在16日校內「一活連儂牆」場地申請的最後1天，主辦「還給

香港一個光輝歲月—我在成大撐香港」聲援活動，由成大學生會協辦，校內數個學生

組織包含國際社、TO拉酷社、政治系系學會等也齊聲響應。

「光輝十月，是屬於誰的光輝？」成大零貳社社長張建邦表示，這是一個香港人為了

擺脫黑警暴力及全面管制的歷史時刻。張建邦說，今年的光輝十月不屬於中國政府，

而是每一個香港人自由的靈魂擺脫腐化，爭取光明、持續前行的光輝歲月。

張建邦表示，連儂牆只是一種聲援的形式，因此連儂牆的結束不是成大學生聲援香港

的結束，而是將榮光與祝福投入校園的開始。張建邦說，期望透過傳唱《願榮光歸香

港》，喚起成大校園對民主意識及政治的關懷，「也讓榮光照射到我們的美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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