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成功大學
「2016 大師傳成」活動規劃書

校友傳承 成就不凡

活動名稱：「2016 大師傳成」
活動期間：105 年 7 月 15 日～8 月 31 日
承辦單位：教務處招生組

一、 活動主題：

校友傳承 成就不凡
二、活動宗旨：
成功大學秉承全臺首府的文化傳統，以成為全方位的卓越大學為目標，培育具人
文與專業素養、創意與領導能力、及倫理與國際視野的社會菁英，關懷社會，貢
獻國家，造福人類。本校全球逾十四萬校友更是成大邁向國際頂尖大學的雄厚資
產，所有校友在各領域的傑出表現，帶給母校極大的榮耀，因為成大校友的努力，
讓國際看得到成大，對成大另眼相看，對每位傑出校友的表現，成大都引以為傲。
為了讓學生有機會跟隨本校傑出校友學習其思維及做事態度或在傑出校友任職
的企業、基金會或實驗室學習，特規劃「大師傳成」學習活動，期待傑出校友能
本著提攜後輩的心情，與學弟妹分享成功經驗，因為傑出校友的言行、思想，都
是年輕學子的精神楷模與學習的目標，這將是學弟妹進入社會前最大的幫助，讓
本校大學部 2 或 3 年級大學部學生利用暑假期間進入社會實體見習，除了接受各
領域大師的指導外，更可在整個學習中感受不同於學校學習環境的工作團體運作
方式與企業精神及文化，幫助學生了解自我潛能並探索未來的可能發展，提供學
生一個確認學習方向的導引。

三、大師名單
1.人文領域－殷允芃
成大外文系 53 級校友,美國愛荷華大學「新聞傳播」碩士，74 年獲傑出校友
經歷：曾任美國費城詢問報記者，在那段時期，她曾利用業餘時間訪問了一連串
美國的華人代表，其中她最感珍貴的是訪問到了張愛玲。返台後，她曾任職於美
國新聞處，擔任過合眾國際社記者、美國紐約時報駐華記者、亞洲華爾街日報駐
華特派員，並曾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1981 年與友人共同創辦《天下雜
誌》
，日後殷允芃又陸續創辦《康健雜誌》
、
《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
、
《親子天
下雜誌》
、天下雜誌出版與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等事業體，統稱《天下雜誌》群。
曾獲頒愛荷華大學傑出校友、成功大學傑出校友、中華民國十大傑出女青年、三
次獲頒金鼎獎、1987 年獲麥格塞塞獎新聞獎、1995 年被亞洲周刊評為亞洲最有
影響力的女性之一。2010 獲頒政治大學名譽文學博士，並於同年榮獲卓越新聞
獎新聞志業終身成就獎、2012 年獲頒第 36 屆金鼎獎雜誌類特別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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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領域－羅智先
成大外文系 67 級校友、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企管碩士
經歷：現任統一企業董事長兼總經理
1986 年加入統一企業國外部、歷任董事長特別助理、協理、執行副總經理，2007
年上任總經理，積極帶進新的管理風格，以「品牌精耕、資源聚焦」為產品策略，
要求企業營運與產品求質，而非求量，確立系統管理制度，重視食品安全建立消
費者的信任與好感，帶領統一企業在高速成長且多變的競爭市場中務實經營與獲
利，各項營運績效逐年成長並創新高，2013 年擔任統一企業董事長同時兼任總
經理領導統一企業，以企業永續經營為目標，不斷的創造普世大眾需要的價值，
為整個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
3. 生物醫學領域－蔡少正
成大生物系 75 級校友、美國東密西根大學碩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
本校生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兼所長、特聘教授(2008~迄今)
成功大學生物資訊中心 負責人(2001~迄今)、
科技部生命科學司 司長(2014~迄今)
蔡教授長期推廣及教育生物資訊的研究及應用，透過生物資訊的分析，看到別人
所看不到的奧秘，探索更深入的機制，而得到研究上的進展，是台灣生物資訊學
的重要推手，美國實驗生物醫學協會頒發「2014 年傑出科學家奬」
，是第二位在
SEBM 獲得殊榮的台灣學者，亦曾獲得 2012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05~2008 國科
會優秀主持人獎等。蔡教授鼓勵學生聆聽不同領域大師的專題演講，並大量涉獵
各領域的科學知識，勉勵每個人頭上都有一片天，不要妄自菲薄，應該放膽去做、
去學習，才能嚐到成功甜美的果實，不要羨慕別人有多少資源，應該想的是如何
善用有限的資源，做出最好的實驗，慢慢累積能量，時間到了，一切就會水到渠
成。

4. 科技領域－鄭崇華
成大電機系 48 級校友、84 年獲傑出校友，96 年獲名譽工學博士
經歷：現任台達電子公司 董事長
鄭崇華學長於 1971 年創立台達電子公司，成為全球電子零組件五大廠之一；鄭
崇華學長白手起家，為我國在世界電力電子市場創造了光輝的紀錄；鄭崇華學長
要求整個集團的研究以具有環保考量及節省能源或提高效率為首要考量，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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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發揮企業家的社會責任。鄭崇華學長在事業有成之餘不忘回饋母校，
2001 年捐出個人持有台達電子上市股票給成大成立「李國鼎科技講座」
、2007 年
捐贈成大興建「孫運璿綠建築研究大樓」
、2008 年捐款協助成大在台南科學園區
興建「國立成功大學台達大樓」，作為科技技術的研發中心及產學合作的據點。
此外，在鄭崇華學長努力推動下，在成大設立了「台達聯合研發中心」，以開創
世界級研究與教學為目標，共同研究與開發具產業價值之科技技術，同時也提供
成大師生了解產業脈動的機會。
5. 政經社會領域－賴清德
學士後醫學系 80 級校友、102 年獲傑出校友
賴清德學長成大後醫系畢業後，在成大醫院擔任住院醫師，並取得腎臟內科專科
執照，成為腎臟內科主治醫師，後於新樓醫院、成大醫院服務。1996 年棄醫從
政，出任 3 屆國民大會代表，並連任 4 屆立法委員，其問政能力更廣受各界肯定，
曾獲國會記者票選「問政表現全國第一名」、公民監督國會聯盟連續四屆票選為
第一名的立委等。2010 年賴清德當選第一屆改制直轄市後的大台南市長，秉持
「用人唯才」
、
「用對的人做對的事」的精神，為臺南未來的發展奠定基礎。上任
以來，獲得台南民眾及國際間的高度肯定，在各項施政滿意度調查中名列前茅，
也摘下國際宜居大獎一銀三銅的佳績，2014 年以 72.9%高得票率當選連任，繼續
帶領台南市，大步向前，邁向文化首都、低碳城市、科技新城、觀光樂園，建設
光榮宜居大台南。

四、活動對象
限本校目前就讀大學部二、三年級的學生，不限男女均可報名。

五、報名方式及日期
1.備齊報名表、在學成績單、自傳(含學習計畫)或其他有助審查資料，請依序裝
訂成冊(總頁數以 10 頁以內為宜)一式六份。
2.於 105 年 6 月 7 日前向教務處招生組提出申請 。

六、遴選程序
1.由教務長(召集人)聘任 3 至 5 名教師組成遴選委員會。
2.遴選委員會審定各領域選派學生並報請校長核定。

七、學習期間
預訂 105 年 7 月 15 日至 105 年 8 月 31 日，學習實際日期將配合見習單位規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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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而可能有所變動。

八、活動經費預算(經費來源: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預定見習期間

(配合見習單位規劃時
間而可能有所調整)

領域類別

大師姓名

名額

人文領域

殷允芃

1

天下雜誌事業群

(0701~0831 二個月)

管理領域

羅智先

2

統一企業

(0801~0831 一個月)

科技領域

鄭崇華

2

台達電子企業

(0715~0831 一個半月)

生物醫學領域

蔡少正

1

政經領域

賴清德

1

單位

成大生理所、(科技
(0715~0831 一個半月)
部生命科學司)

台南市政府

(0715~0831 一個半月)

補助項目: 視個案核實支給補助數額
1. 住宿費:參考「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予住宿費(檢據核銷)。
2. 交通費 :(1)核給往、返見習單位一次長程交通費(火車免附票根;高鐵必須附票根核銷)。
(2)核給住宿地至見習單位每日短程交通費(免附票根)
3. 雜費:每日核給生活費 400 元，日數計算原則:見習期間。(學習實際日期將配合見習單位規劃時間而
可能有所調整)
4. 見習單位規劃學程活動見習生執行時所需相關費用。(課程活動費、保險費、交通費、差旅費及其他
雜費依見習單位提列數額支付)。
5. 上列各項目費用補助合計金額，每名見習學生以 50,000 元為上限。

九、經費核銷及成果報告
學生於見習活動完成後二週內，應繳交學習成果報告書(含電子檔)及支出單據
辦理補助經費核銷手續(依據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出國報告書內容及經費核
銷流程相關規定辦理)，並應參加成果說明會或相關會議分享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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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2016 大師傳成」活動報名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號
請黏貼本人最近 2

○男

出生年月日

性別

聯絡電話

手機

見習領域

領域大師姓名

就讀院系

學院

○女

個月內 2 吋正面半
身脫帽照片乙張

學系

年級

聯絡地址
E-Mail

系主任簽章

審查結果

報名方式：於 105 年 6 月 7 日前向教務處招生組提送申請計畫書一式六份。
申請計畫書應附資料: 1.報名表、2.在校成績單、3.自傳(含學習計畫)、4.其他有助
審查資料，請依序裝訂成冊(總頁數以 10 頁以內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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