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國際交流情形統計表（109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合成生物學研究社」於 109 年 11 月 14 日至 11 月 22

109/11/14-109/11/22

Virtual Giant 日，參加 Virtual Giant Jamboree 虛擬視訊進行第 16 屆
iGEM 競賽，競賽共分 10 個主題，自 256 組隊伍中，勇
Jamboree
奪六項提名（最佳治療單項、最佳海報獎、最佳創業
虛擬視訊

獎、最佳生物元件、最佳硬體設備、最佳組合元件）、
並獲得最佳硬體設備大獎（Best Hard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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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國際交流情形統計表（108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PassbyValue 資訊教育志工團共計 17 人前往馬來西亞古

108/8/03-8/24

馬來西亞古晉

晉進行原住民種子教師計畫，為當地原住民學校建立電
腦教室，提供教師長期資訊培訓，並建立實體課程輔以
線上課程的教學模式，完整介紹電腦的應用性。

賴俊廷、蘇孟均、盧淑君等 3 位同學獲選參加「日
台青少年交流訪日團(JENESYS2019 日本地方創
108/08/04-08/10

日本

生)」，除了將參訪東京內閣府外、也將前往成功推
行地方創生政策的愛媛縣島波海道與德島縣神山町
觀摩。此外亦將與愛媛大學學生進行交流和寄宿農
村，促進日台間的交流。
醫學院黃威致等 6 名學生與國際志工組織 International

108/8/12-8/24

摩洛哥

Volunteer HQ(IVHQ)合作前往摩洛哥進行志願服務，主
要對象為馬拉喀什地區的弱勢孩童。

108/8/23-8/31

臺灣

台日學生交流會共 11 人參加 2019 第十四屆臺灣日本學
生會議。
賽車工作室（本校機械系方程式賽車隊）林子翔等 25

108/8/27-8/31

日本靜岡

名學生參加日本區大學生工程設計競賽 Formula SAE

Japan (FSAEJ)，該賽有日本、中國、韓國、泰國、
印尼大專校院共 98 校參與，包括臺灣 7 校。
跨域組成的合成生物學研究社(iGEM)赴美國波士頓參加
2019 年「第十五屆國際遺傳工程競賽」，以慢性腎臟病
（CKD）為題，命名為「Oh My Gut」，在 346 個國際
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勇奪大學生組全球冠軍，是台灣

108/10/29-108/11/8

美國波士頓

參賽 10 多年來最傑出的表現。除了總表現奪冠，成大
團隊同時獲得 10 個獎項提名並贏取其中 5 項大獎，包
括最佳治療單項（Best Therapeutics Project）、最佳報告
呈現（Best Presentation）、最佳硬體設備（Best
Hardware）、最佳模型（Best Model）及最佳測量（Best
Measurement）。
分子設計研究會(BIOMOD)團隊在成大化工系張鑑祥教

美國加州大學 授及陳宇楓博士帶領之下參加於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
108/10/23-108/11/1

舊金山分校 校舉辦之生物分子設計競賽（Biomolecular Design
Competition,BIOMOD）。2019 年共有來自日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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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英國、澳大利亞、中國等共 19 個隊伍參賽，本團
隊勇奪銀牌獎。
PassbyValue 資訊教育志工團共計 18 名，今年由於
COVID-19 疫情影響而無法出境，改以「影片教學」方
109/07/04-109/07/11

臺灣

式，透過網路為馬來西亞各地參與過「馬來西亞原住民
教師資訊教育計劃」課程的幼教老師進行複習，也為當
地人提供資訊教育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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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國際交流情形統計表（107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時間

活動地點

107/8/10-8/28

馬來西亞關丹

107/8/23-107/8/31

日本大阪

活動內容
PassByValue 國際志工團共 17 名學生前往馬來西亞關丹
執行原住民資訊教育計畫。
台日學生交流會共 15 人參加 2018 第十三屆臺灣日本學
生會議
成大代表隊 iGEM NCKU_Tainan 2018 共 17 名學生，以二氧
化碳再利用為主題，設計出能監控甚至是調整水質的生物裝
置設計出工廠即時監控系統以及固定二氧化碳的生物裝置，
與全球 340 個隊伍交流競爭奪下金獎，創下成大團隊連 3 年

107/10/25-10/28

美國波士頓 奪金的紀錄；同時以高完整度的計畫，連兩年奪下競爭最激
烈的最佳環境獎（Best Environment）
，並抱回最佳簡報獎
（Best Presentation）
。同時被提名最佳硬體（Nominated Best
Hardware）、最佳創新測量（Nominated Best Measurement)與
最佳產品設計獎(Nominated Best Product Design)。
「2018 廣州國際新創節」
，系學會聯合會徵選 18 名學生，參

107/11/30-12/05

中國廣州

訪廣州市博物館、大新美術館、永慶仿文創基地、華南農業
大學創業基地、廣州大學城健康產業孵化基地、拓普基因、
網易科技、中國時代控股集團等單位。
本校創聯會-2019 成大東南亞產業創新與企業社會責任交流參

108/1/13-1/18

越南河內

訪團，都計系學生林宏翰等 7 人赴越南河內進行企業及河內
大學交流活動。參觀企業分別為：奇力新電子公司、大力卜
鞋廠；Ki-Coworking 共創空間、Vietnam BizBox。
洪敬富學生事務長帶領心理系蔡立忠、政治系黃昱豪、工資

108/3/16-3/20

印尼日惹

管系莊芯瑜前往印尼日惹特區穆罕默迪亞大學（UMY）進行
為期 5 日學務工作國際友善校園參訪和交流。
建築系學生徐李安、詹媞硯參與教育部 2019iYouth Voice 青
年國際發聲計劃，前往參與「荷蘭台夫特城市設計工作
營」，今年主題為城市水資源。透過實際踏查荷蘭城市，進

108/07/12-08/06

荷蘭

行城市研究與規劃設計實作，並且向各個國家的同學分享自
己臺灣城市的觀察，藉機將台灣的議題向各國學生拋出，一
同探討可能的解決方法，並向國際間展現台灣對於氣候變遷
的關注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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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國際交流情形統計表（106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時間

活動地點

106/8/14-106/8/21

日本東京

活動內容
台日學生交流會共 18 人參加 2017 第十二屆臺灣日本學
生會議
法律系張珈榕、台文系趙婷至越南胡志明市社會科學及

106/11/8-106/11/12

越南胡志明市 人文大學參加第三屆絲路大學網絡大會(the 3rd General
Assembly of SUN)
金澤工業大學副學務長佐藤進、表秀憲先生帶領該校學

106/11/8-106/11/14

國立成功大學 友會暨社團 20 名學生蒞校參訪，並參與本校第 86 屆校
慶。
成大代表隊 iGEM NCKU_Tainan 2017 將以養殖用水質
美國麻省理工 的調控為主題，設計出能監控甚至是調整水質的生物裝

106/11/9-106/11/13

學院

置，將在大會競賽（Giant Jamboree）期間在美國波士頓
iGEM 合成生物學的競賽舞台上發表成果。
學生會蔡丞軒、吳家彤 2 人參加復旦大學「2017 年海峡

中國上海復旦 青年領袖論壇」，建立開拓兩岸青年交流渠道為主軸，
106/11/17-106/11/20

大學

使兩岸大學學生就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公共事務
議題進行充分有效的討論。

106/11/23-106/11/27

中國廣州

107/2/02-107/2/07

香港浸會大學

創聯會呂紹民等 17 人至中國廣州臺灣青年之家及廣州
市天河區兩岸青年創業服務中心參訪交流
學生會會長蔡丞軒等共 13 人至香港浸會大學進行學生
組織雙方交流活動

中國澳門、廣 學生事務長洪敬富及學生活動發展組組長帶領學生會蔡
107/3/17-107/3/24

州、深圳、珠 丞軒等 20 名學生，獲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駐澳門特別行
海

政區辦事處邀請參加「2018 澳粵創新創業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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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國際交流情形統計表（105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時間

活動地點
臺灣國立成功

105/8/15-105/8/23

大學

活動內容
臺灣日本學生交流會於本校辦理 2016 第十一屆台日學
生交流大會，共有臺灣 50 名學生、日本全國 50 名學生
參與。
推派社團聯合會會長蔡丞軒、系學會聯合會會長賴韋任

105/8/19-105/8/25

澳門大學

至澳門大學參加由台灣大專澳門校友會主辦「第六屆台
灣高校學生領袖兩岸參觀交流團」。

中國大陸天津 學生會副學生會長余培雅等 16 人代表前往參與天津大
105/10/21-105/10/28

大學

學辦理「2016 海峽兩岸青年學生領導力論壇」

日本金澤工業 本校由課指組組員朱朝煌帶領學生自治組織及柔道社、
105/10/25-105/11/01

大學
摩洛哥馬拉喀

105/11/07-105/11/18

什

攝影社共 30 名師生團隊，前往參訪參與工大祭。
都計系徐婉庭同學參加「第 22 屆締約方大會」會議

中國大陸北京 課外活動指導組吳昌振帶領游漢威等 5 名學生前往赴北
105/11/19-105/11/27

大學

京大學參加「2016 海峽兩岸大學生社團領袖交流營」

中國大陸北京 童軍社張晁瑞、陳睿璿、粘佑亘 3 人至中國大陸參加
105/12/03-105/12/04

航空大學

「兩岸四地大學生公益類社團論壇」。
世界模擬聯合國代表團，學生歐忠穎等 13 人，於 106

106/3/13-106/3/17

加拿大蒙特婁

年 3 月 13 日至 3 月 17 日赴加拿大蒙特婁參加「2017 哈
佛世界模擬聯合國(Harvard World Model United
Nations)」

中國大陸澳門
106/3/19-106/3/26

106/6/25-106/7/11

深圳

馬來西亞關丹

社團聯合會獲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辦事
處邀請參加「2017 澳粵創新創業交流團」，由本組校聘
組員吳昌振帶領 20 名學生參與。
PassBy 國際志工團前往馬來西亞關丹執行原住民資訊教
育計畫。
本校學生楊筑晴、李政翰等 8 人參加由台灣大專澳門校

106/7/22-106/7/28

中國澳門

友會主辦「2017 年第七屆台灣高校學生領袖兩岸交流參
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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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國際交流情形統計表（104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時間
104/8/13
104/8/17-104/8/23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國立成功大學 天津大學王作金老師率領 9 名學生蒞校參訪
日本東京

臺灣日本學生交流會黃柏維等 16 名學生至日本東京參
加「2015 年第十屆臺灣日本學生大會」

中國大陸天津 課外活動指導組吳昌振帶領吳念儒等 17 名學生前往赴
104/10/23-104/10/31

大學

天津大學參加「2015 海峽兩岸青年學生領導力論壇」
金澤工業大學青木隆、鈴木貴士、松本和也先生帶領該

104/11/10-104/11/16 國立成功大學 校學友會暨社團 18 名學生蒞校參訪，並參與本校第 84
屆校慶。
105/3/14-104/3/18

義大利羅馬

中國大陸清華
105/5/11-105/5/16

大學

英國薩塞克斯
105/7/24-7/30

大學

模擬聯合國社賴宥叡等 12 名學生前往羅馬參加「2016
世界模擬聯合國會議」
學生會代理會長林明儀、系學會聯合會會長陳冠維、社
團聯合會會長陳威宇 3 名前往北京清華大學參與「清華
大學海峽兩岸交流協會十週年特別活動」
施冠宇、林侑萱等 2 名學生赴英國薩塞克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ussex）參加「WSEN （World Student
Environment Network）2016」活動

105/7/27-7/28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系學會徐婉庭等人辦理「第二屆兩岸青年
主題論壇(台南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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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國際交流情形統計表（103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103/8/04

國立成功大學

天津大學馮天強老師率領 9 名學生蒞校參訪

103/8/15 至 103/8/23
103/10/24 至 103/10/31
103/10/29 至 103/11/05
103/12/01 至 103/12/07
103/12/05 至 103/12/07

臺北
天津大學

第九屆台灣日本學生會議」
學生會外務部部長鄒易庭率 19 名學生前往大陸天津參與
「2014 海峽兩岸青年學生領導力論壇」

日本金澤工業 學務處李副學務長劍如帶領 29 名學生前往日本金澤工業大
大學

學進行參訪，並參與工大祭。

國立成功大學 天津大學李華老師率 17 名學生蒞校參訪
北京航天航空 學生陳冠倫、曹壬涓、林義欽、陳睿璿 4 名前往大陸北京
大學

104/3/16 至 104/3/20

韓國首爾

104/3/20 至 104/3/22

澳門科技大學
香港中文大

104/7/06 至 104/7/17

臺灣日本交流會陳冠升等 17 名學生前往臺北參與「2014

學、成都四川
大學

參與「兩岸三地大學生公益類社團論壇」
模擬聯合國社郝晏緯等 20 名學生前往韓國首爾參加「2015
世界模擬聯合國會議」。
林大為、周書儀 2 名前往澳門參加「全球高校學生領袖峰
會」。
陳詩雯、莊馥榕 2 名前往香港、成都參與「2015 新紀元行
政管理精英培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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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國際交流情形統計表（102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時間
102/08/13
102/08/15-102/08/22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國立成功大學

澳門大學學生會 24 名學生蒞校參訪。

日本秋田縣國 台灣日本交流會黃亭瑀等 16 名學生前往日本秋田參與
際教養大學

102/09/04-102/09/14

阿曼

102/10/13-102/10/20

天津大學

102/11/01-102/11/06

中國大陸浙江

102/11/08-102/11/14

國立成功大學

「2013 第八屆台灣日本學生會議」。
童軍社張信閎、林尚德 2 名同學參與「The 16th
International Youth Gathering for Cultural Exchange」
課指組校聘辦事員吳昌振帶領 19 名學生前往大陸天津大學
參與「2013 海峽兩岸青年學生領導力論壇」。
單車社陳俊翰及鄭凱元前往中國大陸浙江參加環浙名校自
行車賽。
日本金澤工業大學學生部長青木隆與松本和也老師率 24 名
學生共 26 人蒞校參訪。
學生會與模聯社合辦「2014 模擬聯合國會議」，參與人數

103/02/21-103/02/23

國立成功大學 達 205 人，會議中安排三個委員會，以進行國際議題討
論。

103/03/14-103/03/16

澳門大學

103/03/29-103/04/05

北京、山東

103/04/30-103/05/05

澳門大學

103/07/08-103/07/17

台北、香港

模聯社蔡宜霖等 5 名學生前往參與「2014 澳府模擬聯合國
會議」
課指組校聘辦事員吳昌振帶領 4 名學生前往大陸北京大學
參與「2014 海峽兩岸大學生社團領袖交流營」
黃琪媛、趙希婷 2 位學生會成員前往參與「澳門大學五．
四運動-思源慎古，揚志創今」
鄭淯嘉、沈鈺琪 2 名同學赴香港參加「新紀元行政管理精
英培訓計劃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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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國際交流情形統計表（101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1/8/17 至
101/8/24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日本交流會舉辦 2012 第七屆台灣日本學生會議

101/10/17 至

日本金澤工業大 學務處李副學務長劍如及體育室林主任麗娟帶領 29 名學生前往

101/10/24

學

102/12/1 至
102/12/7
102/3/1 至

天津大學李明老師率 19 名學生及南開大學金英子與馬長虹老師
國立成功大學

102/3/10
102/4/2 至
102/4/7
102/4/22 至
102/5/2
102/7/8 至
102/7/18

率 19 名學生至本校參加 2012 兩岸學生領導力論壇「繼往開來
盛世天成」

澳門大學

模聯社賈皓鈞等 9 名學生前往參與 2013 澳府模擬聯合國會議

國立成功大學

學生會與模聯社合辦 2013 模擬聯合國會議

102/3/3
102/3/8 至

日本金澤工業大學進行參訪，並參與工大祭

澳門大學
美國奧蘭多
香港

林忠毅、李承哲、林亞儒、謝揚恩四位學生會成員前往參與澳門
大學五．四運動-任重致遠，秉德啟航
啦啦隊成員陳菡瑩赴美國奧蘭多參加 2013 年 ICU 美國世界啦啦
隊錦標賽
吳洳諭、李幸芳、黃鈺皓、金煜凡四名同學赴香港參加新紀元行
政管理精英培訓計劃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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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國際交流情形統計表（100 學年度）
時間
100/08/17 至
100/08/22
100/8/23 至
100/8/31
100/10/15 至
100/10/21
100/11/8 至
100/11/14
100/11/27
101/2/14 至

活動地點
東京
天津大學
天津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101/2/26
101/4/16 至
101/4/21
101/4/24 至
101/5/2
101/6/28 至
101/7/2
101/7/6 至
101/7/9
101/7/7 至
101/7/18

台日學生交流會宋純甄等十七名同學前往參加 2011 第六屆台灣日本
學生會議
合唱團詹雅婷等九名學生前往參加 2011 海峽兩岸大學生合唱交流周
課指組鄭組長匡佑與衛保組護士洪美如率 28 名學生共 30 人赴大陸
參與 2011 海峽兩岸青年學生領導力論壇
日本金澤工業大學學生部長青木隆與陳淑茹老師率 25 名學生共 27
人蒞校參訪

國立成功大學 原住民文化交流社舉辦 2011 NCKU 原住民文化美食祭
澳門大學

101/2/17
101/2/24 至

活動內容

模聯社詹詒絜等五名學生前往參與 2012 澳府模擬聯合國會議

國立成功大學 學生會與模聯社合辦 2012 模擬聯合國會議
澳門大學
美國奧蘭多
捷克
高雄佛光山
香港

顏婉容與施雅齡二位學生會成員前往參與澳門大學五．四運動 - 傳
承薪火，舞揚青春
啦啦隊成員陳菡瑩赴美國奧蘭多參加 2012 年 ICU 美國世界啦啦隊
錦標賽
國樂社與舞蹈社邱珮榕等 23 名學生前往捷克參與 2012 年捷克國際
民俗藝術季
童軍社黃鈺祺等 14 名同學參與第四屆世界佛光童軍大會
楊蕙綺、黃煒翔二名同學赴香港參加新紀元行政管理精英培訓計劃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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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國際交流情形統計表（99 學年度）
時間
99/8/16-8/22

99/10/20-10/27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國立臺灣大學、臺北 第五屆台灣日本學生會議由本校蘇靖元等 14 名同學前
國軍英雄館及其周邊 往參加
日本金澤工業大學

由軍訓室王舉民教官與課指組職員林育筠一同帶領本校
30 名學生前往，參與金澤工業大學一年一度的工大祭
「2010 海峽兩岸青年學生領導力論壇 - 成津有夢•緣繫

99/12/15-12/21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邀請天津大學學生會由馮樂與陳樂 2 位老師率領
19 位學生一同來訪

100/2/11-2/17

澳門大學與國立成功 學生會 & 模聯社共同舉辦「2011 澳門 - 府城模擬聯合
大學

國會議」

100/3/14-3/19

國立成功大學

學生會 & 僑聯會共同舉辦「2011 國際文化美食節」

100/3/25-4/1

武漢大學

100/4/20-4/25

澳門大學

100/4/26

國立成功大學

新加坡管理大學師生共 26 名蒞臨本校參訪交流

100/5/14

國立成功大學

蒙古學生會舉辦「2011 蒙古文化節」

100/5/20-5/21

國立成功大學

越南學生協會舉辦「2011 越南文化週」

100/7/9-7/20

香港中文大學

100/7/10-7/16

北京

100/7/11-7/17

高雄澄清湖

100/7/20-7/29

福建省福州市

學生會派出李其叡與吳雨樺 2 名幹部參加「第二屆兩岸
四地青年領袖峰會」
學生會推派潘怡雯與林忠毅 2 名成員參與紀念「五˙四
運動」九十二週年系列活動 - 「百年辛亥，求承傳變」

由丁云琁、陳香蓉、鄭維雅、王季勤 4 名同學參加新紀
元行政管理精英培訓計畫 2011
由單車社洪嘉賢、張亦安 2 名同學參加京台青少年交流
周暨京台大學生自行車文化節
由本校童軍社黃鈺祺等 15 名同學前往參加第 10 次全
國暨亞太區第 28 次童軍大露營
由歷史系蕭瓊瑞教授帶領滔滔社李佳融等 5 名同學前往
參加 2011 第十屆兩岸大學生辯論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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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國際交流情形統計表（98 年度）
時間

活動地點

98/1/15~18

香港中文大學

98/4/30-5/4

澳門大學

98/6/6~8

國立成功大學

98/7/3~9

台南烏山頭水庫

98/7/5~14

香港中文大學

98/7/9~16

北京大學

活動內容
模聯社梁守道及鄭智元 2 位成員參加 2009 香港模
擬聯合國會議
學生會劉茂宏、蘇靖元、徐佳穗 3 位成員參加澳門
大學五．四運動 - 青年有志當行
成大扶青團接待港科大扶青團 18 人蒞校參訪
童軍社黃鈺祺等 7 名同學參加第一次全球童軍大露
營
陳威志等 4 位同學參加 2009 新紀元行政管理精英
培訓計畫
學生會會長李汶昇參加北京大學兩岸四地高校學生會
領袖研習計畫

日本
98/7/12~17

神戶大學 (7/13) 、大阪 徐學務長率本處主管、同仁及學生代表共 11 人赴日
大學 (7/14) 、名古屋大 本知名大學交流參訪
學 (7/16)

98/7/15~8/15

史瓦濟蘭

98/8/16~22

日本

98/11/21~27

大陸天津大學

98/12/17~19

國立成功大學

學生會外務部長周冠宇參加海外醫療服務團
台灣日本學生交流會蔡承翰等 12 人參加第四屆台灣
日本學生會議
生輔組崔組長兆棠與課指組吳昌振率學生共 26 人赴
大陸參與 2009 海峽兩岸青年學生領導力論壇
日本金澤工業大學學生副部長青木隆率師生共 6 人
蒞校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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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國際交流情形統計表（97 年度）
時間
97.04.26-05.02
97.07.07-19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天津大學

李劍如副學務長率學生共 29 人赴大陸參訪

香港中文大學、上海
復旦大學

97.08.18-24

國立成功大學

97.10.08- 15

日本金澤工業大學

97.12.09-14

天津大學

陳俊頴等同學共四名赴大陸培訓
學生會外務部與台大台灣日本學生交流會合辦，參與人
數：台灣 60 人，日本 50 人
生輔組宿舍輔導員林幼絲小姐率學生共 27 人赴日本參
訪
天津大學學生處副處長呂靜率學生共 16 人蒞校參訪

學生國際交流情形統計表（96 年度）
時間
96.03.26-31

96.06.02-06

96.07.10-15

活動地點
國立成功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嶺南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活動內容
香港科技大學 1 名、香港大學 1 名、嶺南大學 3 名
蒞校參訪
徐畢卿學務長率師生共 10 人赴香港參訪
日本金澤工業大學學生副部長青木隆率師生共 27 人蒞
校參訪

大陸福建省
96.07.23-08.01

重慶市

滔滔社學生共 6 人赴中國參加辯論比賽

湖北省
96.11.10-15

國立成功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共 6 名蒞校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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