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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蘇慧貞

談  高等人才培育與
 城市發展



1
人
物
專
訪

No.116│October, 2017│ 23

貳、訪談紀要

問：校長擔任成大校長已經兩年多，您曾

經擘劃願景使成大成為一所讓城市感

動、國家驕傲的大學，想請問校長對

於這兩年來推動高等教育經驗分享。

答：成大在府城奠基，經過高等工業學校、

省立工學院、省立大學的洗禮與銳變，經過歷

任校長的擘劃、無數同仁的付出，以及校友所

累聚的貢獻與榮光，豐厚基礎讓我們有能力在

承擔社會責任的感動中完成高等教育的實踐。

對於成大畢業生，他們人生是離開學校後才開

始，如果都準備他眼前看得見的東西，就沒有

壹、前言

　　蘇慧貞校長，美國哈佛大學環境衛生科學博士，現任國立成功大學校長、成功大學環境醫

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蘇校長是成大創校86年來，打破傳統遴選出來的第一位女性校長，在成大仍是以男性主導

的大環境，不僅符合兩性平等的全球趨勢，也突顯出成大的國際化。

　　蘇校長自接任成大校長職務重任以來，一直秉持以無比的信心與勇氣，戒慎敬謹的態度，

擘畫願景，對於許多的政策推動都親力親為，期待讓成大成為一所：同學具有競爭力的成長、

教師具使命感的發展、職工具有成就的服務，一所使這個城市感動、國家驕傲，使夥伴學校敬

重且樂於合作共榮的大學，一所在全世界培育優質公民的高等教育中，舉足輕重的學府。

完成對他們的義務，我也對我的行政團隊及一

級主管們期許，我們的責任及壓力是在於全力

以赴的去確定我們想要堅持的方向是否正確，

也許不見得有立即的成效，但如果不能持續的

往前邁步，就是對不起畢業生。而且，在這個

階段，除要有耐心去接受學生的不體諒外，亦

有責任去提醒他要持續調整、學習，往後學生

就會了解其中意義及學校對學生們的付出與努

力。

　　例如：在104年成大重新定位勝利校區舊

圖書館K館，為不影響學生自修的空間，遂重

新調度校內空間闢出新的場所，在未來想像

中，會是個新的共創中心，能完全無限提供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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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及共造的場地，但卻在一開始整修期間遭到

許多不同的意見。

　　回憶當時，每個人都只關心舊K館整修期

間所造成的不便及困擾，卻鮮少人關心整修後

新K館未來所帶來的轉變，但經過一年後，新K

館(KnowLEDGE)開幕，學生們才體會感受到所

帶來的實質效果，紛紛驕傲成大有新建K館設

施。

　　在新K館中有學生可以在裡頭熱烈的討論

小組報告，另一邊學生也能安靜的讀書，學生

的教養也會因環境氛圍影響而彼此規範。希望

於任期中能盡量多做一些有改變的事情，雖然

在改變的過程不見得會有足夠人拍手，結果也

不見得會立即看到，但還是要相信終究會有價

值在引導我們。

問：蘇校長曾說過，任何一所重要優質大

學都與城市的發展密不可分，如哈佛

大學與波士頓、牛津大學與牛津市、

成大與台南市，請教您是如何設定成

大與大台南地區的發展關係。

答：假設成大在這裡，南科在那裡，台南的產

業型態或是區域未來生活面向、都市形象會不

會因此不同 ? 那如果沒有不同，還是像以往一

樣是獨立個體，學生畢業後

還是會各自離開。那園區的生產到

底有沒有刺激鏈結週圍的生態區呢 ? 

　　在過去對於城市或國家改變，都較聚

焦於個人去各自形成一個影像，但如果這幾

年可以更積極去全面性的關心區域發展，對於

城市整體發展，能否有機會更具體或直接、間

接的影響或改變。

　　例如：全美歷史最悠久的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在科系及學程定位操作

上變化速度極快，仍有能力力圖減少行政疆

界，持續的將學習與教學、知識體系、應用需

求與產業生態，作最密切的搭配、改變，研究

成大舊Ｋ書館

成大新Ｋ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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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貞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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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及重點都非常清楚。又例如：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對於矽谷產業生態，所提

供的教育內容及創新研究特色，兩者其實是密

不可分的。

　　相較之下，那我們的學校系所、研究內容

是否曾思考往後三十年的調整及改變呢 ?

　　世界上任何一所重要優質大學都與城市的

發展密不可分，全球化的潮流中，一流大學自

然更不應受有形的硬體疆域所限，成大更是自

創校便以大台南為基地生根，在台南邁進「台

灣五都之一」的新世代裡，應自許以更大的使

命。

　　成大對於台南地區的發展，除可協助建構

城市雲端資料庫、發展智慧城市治理外，也持

續的逐步推動開放課程、加速國際接軌、強化

產學合作及技術轉移、帶動城市產業轉型，並

鼓勵畢業生在地深耕、發展永續全球網絡與帶

動城市國際行銷。如哈佛大學與波士頓、牛津

大學與牛津市、成大與台南市，成大未來將持

續透過學、研、產等面向，成為台南市創新與

技術的主要供應者、文化資產經營與活動的合

作者、台南國際化的中介者與台南在國家制度

擬訂的推動者。

　　多年前，未擔任副校長之前，我到荷蘭

烏特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出席世界大

學會議時，其中市長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

他說我的城市是這樣的：「任何一所這裡大學

的學生想要在這個城市落地深根並終其一生的

做生涯發展，都會在這裡找到他的機會與發展

的」，這是多麼肯定自己都市的一段話。

　　所以如何規劃人才培養與區域間關係，這

些都是作為一所在地大學需要嚴肅檢討的，未

來更期待國家對於高等教育及產業的發展策略

中，能夠投入更多，共同出力提升城市跟產業

結合的能力。

 (左1)黃姿儀秘書  (左2)何應廷正工程師  (左3)陳懿佐經理                                         (左4)胡宣德主任  (右5)蘇慧貞校長  (右4)王炤烈總經理  (右3)李順敏副總經理  (右2)彭國源資深協理  (右1)周允文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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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成大產學合作表現優異，請教蘇校長

是如何推動產學合作，連結學術與實

務？

答：「企業與學校的穩定發展」大概是維持國

家發展平台及管道的不二道路。

　　所以我認為學校跟企業的關係，必須是共

生共融的，如果學校做不到企業的期待，我們

本身就要檢討;但相對的，也希望企業看到我

們的價值，所以當資源適合的時候，也要能夠

提供學校更多的機會及高階人才穩定發展的缺

口。因為在教育資源有限的現實下，政府所能

給予的補助無法有效提升，尤其是高教普及化

之後，將使具備國際競爭力的「頂尖大學」，

無論是經費或資源都與國外學校差異過大，無

法平等競爭。

　　所以為能培育更多優秀人才，我們結合了

很多各領域企業，藉由產學合作平台，提供優

渥獎學金及實習工作機會，表現優秀者，還有

機會轉成該公司的正式員工。藉此深化與區域

在地產業的合作關係，才能穩定、留住高階人

才，不使外流，建立互助互惠的合作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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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時代改變，學校也必須與時俱進，我

期許成大未來能提供更多元的學習環境，將國

際觀與教學、研究相結合，能在世界上發揮影

響力。放眼國內各大學，成大可說是一所校系

完整的綜合型大學，同學來自四面八方，涵蓋

全球七十幾個國家，校園本身就像聯合國。

　　例如：成功大學十二年前就開始找印尼

【萬隆理工學院(Institut Teknologi Bandung，簡

稱ITB)及印尼泗水理工學院(Institut Teknologi 

Sepuluh Nopember，簡稱ITS)】兩間最優秀的學

校進行交流及各領域的教學合作。我們工學院

副院長，現任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教

授 丁志明教授說：「外籍生可以說是我們最好

的學生」。

　　對於印尼及馬來西亞不管在多偏僻的地

方，都會有歐美的頂尖學校在那裡設置教學或

研究中心。假如對於國家來說，未來的馬來西

亞跟印尼將是我們最重要的市場，這時候就需

要妥善規劃長期關鍵人才的培育。

　　對於外籍人才的培育上，成大是誠心誠意

的在做，很多的外籍同學最常跟我說得一句話

大多都是「來成大上學改變我的一生」。

　　而學校對於外籍生的宗教信仰都非常注

意，對待的方式及對於他們文化習慣上的了

解，都是超過其他學校。因為歷年來所培育的

外籍學生，都已成為學校對外的最佳管道窗

口，無論對於政府機關或一般的民生生活都能

夠提供學校在當地發展、活動相關的訊息及協

助。

　　例如：學校為了讓穆斯林學生在課業與研

究學習的同時，兼顧信仰生活，有一個安歇心

靈，與真主對話的祈禱處所，成大104年起陸

穆斯林祈禱室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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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在光復校區國經所、建國校區護理系館、成

功校區環工系館、材料系館、自強校區化工系

館設有小型祈禱室。並在105年啟用在勝利校

區勝六舍三樓設置大型「穆斯林祈禱室」。

問：0206大地震對台南地區造成災害，請

蘇校長分享過去成大在災後重建的經

驗。

答：成功大學在高雄美濃大地震(0206台南大

地震)發生後，便開始做了許多調查、蒐資大

量與災害相關的資訊去分析了解。於105年3月

21日成大更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

究中心合辦「美濃地震研討會」，探討議題涵

蓋救災、震害、制度、結構、大地工程等各種

技術性層面問題，並將先前舉辦的城市永續發

展、城市的韌性面，疾病與醫療處理等一系列

研討會所累積與整合的相關資料、資訊貢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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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一直堅信，成大的老師與學生們，平時

雖沉浸於專業領域，但是仍時時抱持回饋社會

的公益心。104年臺南爆發登革熱疫情，105

年初遭遇強烈地震，便是嚴苛緊急的考驗。我

很欣慰，成大在這些事件發生時，都能適時掌

握事態，啟動各種行動，並以學術專業與服務

奉獻的精神回應社會。

　　成大也深切體認「近斷層地震」相關研

究的重要性，主動爭取「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

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第二實驗設施」(經費13億

元，其中科技部及國發會出資11億元，國研

院及成大各負擔1億元)，並於104年1月6日開

始開工建置於成功大學歸仁校區，在建造階段

提供1億元配合款，落成後將有五位專職教授

（三位專精於土木結構、一位水力結構及一位

靜止結構的教授），配合國震中心推動地震研

究，以進一步了解「近斷層地震」的機制與影

響，也期待台灣相關專業領域的學者一起為台

灣努力，對台灣災害防治以及工程設計提供具

體貢獻。

　　國震中心第二實驗設施是全世界具獨特

性的「近斷層地震」實驗設施，可模擬類似

九二一地震的近斷層地震所造成的地表位移效

應，可望對地震災害減損、結構物補強及土壤

液化的研究有豐碩的成果。成大會與國研院持

續合作，未來國震中心第二實驗設施必能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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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震中心第二設施上梁典禮

國震中心第二設施上梁

國震中心台南實驗室揭幕啟用

國震中心台南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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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級的地震工程研究重鎮。

　　在防災領域上，經過所有校內外的同仁數

十年來、幾個世代的努力，「成功大學防災研

究中心」已經打下好的基礎，正持續與日本、

荷蘭合作，然後將台灣的防減災技術推廣到東

南亞國家，讓台灣防減災技術成為輸出的防災

資產。

　　為配合政府推動以人為本、雙向交流、

資源共享的「新南向政策」，「成功大學防災

教育中心」特地結合與日本筑波大學、京都大

學、荷蘭Deltares、TU Delft等大學合作，在成

功大學內成立「亞太防災訓練平台」，應用日

本筑波大學開發之防災雲端平台Asian Cloud為

架構，置入「成功大學防災研究中心」20年來

開發之各類防災模式為工具，更精選許多台灣

大型災害案例，建立災害過程的全記錄作為訓

練教案。更導入荷蘭最新模擬程式，使學員在

雲端平台上可以利用各種模擬工具，進行災害

情境與防減災決策的模擬，將會是極先進的防

減災訓練平台。

　　再者，鑒於地球暖化及氣候變遷持續惡

化，新型態災害也將不斷衍生。成功大學希望

藉由此訓練平台，一面引入荷蘭及日本的先進

技術，提升我們的防減災水平。另一方面輸出

台灣的防減災經驗，協助夥伴國能力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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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新生必修「我在成大踏溯台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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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整合出前瞻願景向前進。藉此，我期許

現在或未來每一位從業人員，要有多一點的企

圖心與榮譽感，應該要多思考讓人眼睛一亮、

改變台灣未來機會的規劃及目標。例如：思考

未來二十年後土木建設的需求? 需要哪種人才

背景？

　　更重要的是要放大胸襟，勇於去想像，有

想像力，就能夠做出規劃，就會有資源；要做

大格局、前瞻、具文化內涵意義的事，要負應

有的責任，要有所貢獻；修習在地人文知識，

成為未來進入各領域的養份。例如：學校在從

2017年開始的學生幹部，如社聯會及校聯會

等，都給他們二十四小時去思考未來成大二十

年後的發展並且真實的提出設計規劃。例如：

使台灣成為亞太防災訓練基地，將臺灣的災害

由負債轉變成可輸出的資產。

　　在過去，所有從單一災害到複合災害型

態，從地域到全國性需求，以及未來與世界的

連結，充份反應了成功大學原來在科學和技術

能量，以及展現了成功大學以回饋社會、服

務人群為出發的使命。蘇校長也希望用這個模

式，看待大學如何由教師出發、大學如何完成

社會貢獻，而對台灣來說，優質頂尖的大學有

一個重要的意義是連結世界。

問：成功大學的前身是台灣省立工學院，

您是第一位擔任校長的女性，蘇校

長在各專業的表現都非常傑出，是否

能給我們工程從業人員一些建議與期

許。

答：過去一、二年來，成大以不同型式進行

校內溝通、彼此對話，收集到許多的建設性建

議，累積共識作為往前推進的動能；回顧上一

個學期的成績，各學院教授表現穩健突出，學

校在學術、產學合作的能量也都穩定成長，令

人欣慰。

　　全球快速變動的時代，新挑戰不斷出現，

對於各方面都要做好準備，思考未來的展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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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感謝蘇校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專訪，

在訪談過程中暢談推動高等教育之經驗，讓我

們感受到蘇校長對於新世代成大畢業生所承擔

的責任及壓力，也展現出對於高等教育人才培

育的熱誠；對於結合地區發展及產業生態上，

蘇校長也提出協助建構城市雲端資料庫、發展

智慧城市治理、持續的逐步推動開放課程、加

速國際接軌、強化產學合作及技術轉移等，帶

動城市永續發展及邁向國際化之發展策略與期

許。藉由本次專訪我們也可從中體認到，因應

目前全球化的時代，除對各方面都要做好準備

外，亦持續思考並整合出前瞻願景，持續向前

進，方能面對不斷出現新挑戰。

學校自106學年起領各大學之先，推出大一新

生必修「踏溯台南」跨院通識教育核心課程：

總共有12條路線，10人為一組，預計每組半

年要走完一條探勘，每個人都要學習coding，

一面上歷史一面紀錄，並設計一個自訂產品並

且雙語展示，事先有工作坊內容包括小老師培

訓、路線講解、導覽技巧、製作「踏溯台南」

手冊等等需要培訓相關人力。因為我們希望城

市需要有新的想像。希望學生在學得專業知識

之餘，還能走出教室，認識台南風土、人情與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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