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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台語 「美國阿勇」取得台語雙認證

Youtuber「美國阿勇」（右），去年取得「全民台語認證」中高級（B2）及「台語白話字檢定」高級（C
級）。左為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主任蔣為文。（成大台文中心提供）

2022/01/12 05:30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美國籍Youtuber阿勇在臉書、Youtube拍攝台語教學影片，推廣台語，去

年更取得「全民台語認證」中高級（B2）及「台語白話字檢定」高級（C級）雙認證。說得一口流利

台語的阿勇說，考證只是「厝味厝味」（趣味），不是想當台語老師，會繼續在Youtube教台語，也

正著手編寫一套現代式台語教材。

著手編寫現代式台語教材

舉辦全民台語認證的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表示，取得雙認證的美國阿勇，台語能力相當於台語

教學人員的資格。阿勇說，報考台語認證主要是因為自己學習台語多年，想要試看看，沒有計畫當台

語老師，將來還是會在Youtube推廣，除了因為透過網路有機會讓更多人看見，另一方面影片不只教

台語，同時也會討論社會及政治議題。

阿勇表示，想編一套現代式的課本，現在的台灣年輕人只要會看英語課本就看得懂，就能學台語，但

因自己的計畫很多，不知道會在今年或明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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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舉辦蕭瓊瑞《奠基‧起步‧再建構》臺灣美術出版品特展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奠基‧起步‧再建構》臺灣

美術出版品特展」，即日起至4月6日於成大雲平櫥窗開展。展覽以臺灣美術史、藝術

家書籍、展覽和有聲書４種分類，展現豐碩專書著作；淡黃色的主視覺亦是配合2021

年國立臺灣美術館《海外存珍：順天美術館藏品歸鄉展》展覽之淡黃色芒草歸鄉之飄

逸意象，用以呼應本次主題。

《奠基‧起步‧再建構》取自成大藝術研究所和歷史系名譽教授蕭瓊瑞於國立臺灣美術館

發表文章〈起步／奠基／再建構──臺灣美術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藉以回顧臺灣美

術研究發展的歷程，這次書展以〈奠基‧起步‧再建構〉為主題，進行臺灣美術史研究的

回顧與展望。

蕭瓊瑞教授為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和歷史系名譽教授，對臺灣美術史的建構居執

牛耳地位；先後出版的臺灣美術史論著包括：《圖說臺灣美術史》、《臺灣美術史

綱》、《五月與東方》、《島民．風俗．畫》等著作。

蕭瓊瑞在展覽開幕式風趣發言，不時引起全場笑聲，他回憶自17歲從澎湖來到臺南，

到現在已經快70歲，「大半輩子都待在這個我熱愛的城市，成大也是我熱愛的母

勁報 2022/01/11 21:27(12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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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當初蕭瓊瑞一手籌畫、設立雲平展示櫥窗，今日在此舉辦特展相當有意義。蕭

瓊瑞表示，期待透過展示櫥窗，讓成大老師可以展示其研究成果，讓更多人看到成大

的優點。

幽默又感性蕭瓊瑞，在致詞時多次感謝他的夫人「這次展覽看到的書，全都由我太太

親手打字。」兩人鶼鰈情深令眾人稱羨。

1月11日中午舉辦開幕儀式，成大副校長陳玉女、前校長翁鴻山、主任秘書兼新聞中心

代理主任呂佩融、藝術中心藝術長馬敏元、博物館蒐研組組長楊尹瑄、歷史系主任陳

文松、藝研所所長、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副研究員王世宏、無形文化資產組組長鄭

羽伶等人皆蒞臨現場。

成大副校長陳玉女致詞表示，蕭瓊瑞教授已經在成大超過30年，一輩子奉獻於臺灣藝

術史，幾乎任何地方、時光都可以看見他的身影；在成大藝術中心、新聞中心、博物

館都曾經扮演重要角色，而蕭瓊瑞對於臺灣藝術界的貢獻更是有目共睹。

談及過去與蕭瓊瑞教授共事時光，成大前副校長翁鴻山提到，1997年起成大前校長翁

政義開始推動藝文活動，當時翁鴻山和蕭瓊瑞共同為「世紀黎明－國立成功大學1998

校園雕塑大展」四處奔波募款、籌劃，一切都還歷歷在目；當時以理工為主的成功大

學舉辦如此成功的藝術大展，更是轟動一時，而這些也都要歸功於「蕭大師」努力才

能完成。

作為臺灣重要的美術研究者，蕭瓊瑞向來以嚴謹的史實考證、優美的文筆和敏銳的圖

像解讀能力聞名學界，其專長為臺灣美術史、藝術史與藝術批評、公共藝術；同時在

文化行政、博物館學，及古物鑑定等方面，均具聲名；演講和課堂上，對臺灣藝術家

的作品，總能以深入淺出、風趣幽默的方式，引領聽眾進入藝術創作的深層境界；對

臺灣美術史之研究投注大量心力，累積多年研究成果；曾任臺南市政府文化局首任局

長、臺北市立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委員、臺北市公共藝術

審查委員和行政院文建會國寶及重要古物審議委員會委員等。

展覽書籍有臺灣美術史《圖說臺灣美術史 I，山海傳奇（史前‧原住民篇）》、《圖說臺

灣美術史II：渡臺讚歌(荷西‧明清篇)》、《圖說臺灣美術史III：深耕戀曲(日治‧戰後

篇)》、《戰後臺灣美術史》、《五月與東方》；藝術家系列書籍《臺灣美術全集》、

《楊英風全集》、《臺灣近現代藝術11家》；十八世紀清代的臺灣–《島民‧風俗‧畫：

十八世紀臺灣原住民生活圖像》、《懷鄉與認同-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展覽書籍

《海外存珍：順天美術館藏品歸鄉展》、《臺府展圖錄復刻別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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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台灣美術史研究輪廓 成大舉辦蕭瓊瑞《奠基‧起步‧再建
構》臺灣美術出版品特展
Posted By: TainanTalk  一月 12, 2022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奠基‧起步‧再建構》臺灣美術出版品特展」，即日起至4月6日於成大雲平櫥窗開展。展覽以臺
灣美術史、藝術家書籍、展覽和有聲書４種分類，展現豐碩專書著作。淡黃色的主視覺亦是配合2021年國立臺灣美術館《海外存珍：順天美術館藏
品歸鄉展》展覽之淡黃色芒草歸鄉之飄逸意象，用以呼應本次主題。

（圖說）成大舉辦蕭瓊瑞《奠基‧起步‧再建構》臺灣美術出版品特展。（記者鄭德政攝） 
《奠基‧起步‧再建構》取自成大藝術研究所和歷史系名譽教授蕭瓊瑞於國立臺灣美術館發表文章〈起步／奠基／再建構──臺灣美術史研究的回顧與
前瞻〉，藉以回顧臺灣美術研究發展的歷程，這次書展以〈奠基‧起步‧再建構〉為主題，進行臺灣美術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圖說）蕭瓊瑞教授對臺灣美術史的建構居執牛耳地位。（記者鄭德政攝）
蕭瓊瑞教授為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和歷史系名譽教授，對臺灣美術史的建構居執牛耳地位；先後出版的臺灣美術史論著包括：《圖說臺灣美術
史》、《臺灣美術史綱》、《五月與東方》、《島民．風俗．畫》等著作。
蕭瓊瑞在展覽開幕式風趣發言，不時引起全場笑聲，他回憶自17歲從澎湖來到台南，到現在已經快70歲，「大半輩子都待在這個我熱愛的城市，成
大也是我熱愛的母校。」當初蕭瓊瑞一手籌畫、設立雲平展示櫥窗，今日在此舉辦特展相當有意義。他表示，期待透過展示櫥窗，讓成大老師可以展
示其研究成果，讓更多人看到成大的優點。幽默又感性的蕭瓊瑞，在致詞時多次感謝他的夫人「這次展覽看到的書，全都由我太太親手打字。」兩
鶼鰈情深令眾人稱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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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大副校長陳玉女致詞表示，蕭瓊瑞教授已經在成大超過30年，一輩子奉獻於台灣藝術史，幾乎任何地方、時光都可以看見他的身影。。
（記者鄭德政攝）
1月11日中午舉辦開幕儀式，成大副校長陳玉女、前校長翁鴻山、主任秘書兼新聞中心代理主任呂佩融、藝術中心藝術長馬敏元、博物館蒐研組組長
楊尹瑄、歷史系主任陳文松、藝研所所長、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副研究員王世宏、無形文化資產組組長鄭羽伶等人皆蒞臨現場。
成大副校長陳玉女致詞表示，蕭瓊瑞教授已經在成大超過30年，一輩子奉獻於台灣藝術史，幾乎任何地方、時光都可以看見他的身影。在成大藝術
中心、新聞中心、博物館都曾經扮演重要角色，而蕭瓊瑞對於台灣藝術界的貢獻更是有目共睹。

（圖說）成大前副校長翁鴻山提到，1997年起成大前校長翁政義開始推動藝文活動，當時翁鴻山和蕭瓊瑞共同為「世紀黎明－國立成功大學1998校
園雕塑大展」四處奔波募款、籌劃，一切都還歷歷在目。（記者鄭德政攝）
談及過去與蕭瓊瑞教授共事的時光，成大前副校長翁鴻山提到，1997年起成大前校長翁政義開始推動藝文活動，當時翁鴻山和蕭瓊瑞共同為「世紀
黎明－國立成功大學1998校園雕塑大展」四處奔波募款、籌劃，一切都還歷歷在目。當時以理工為主的成功大學舉辦如此成功的藝術大展，更是轟
動一時，而這些也都要歸功於「蕭大師」的努力才能完成。
作為臺灣重要的美術研究者，蕭瓊瑞向來以嚴謹的史實考證、優美的文筆和敏銳的圖像解讀能力聞名學界，其專長為臺灣美術史、藝術史與藝術批
評、公共藝術；同時在文化行政、博物館學，及古物鑑定等方面，均具聲名。演講和課堂上，對臺灣藝術家的作品，總能以深入淺出、風趣幽默的方
式，引領聽眾進入藝術創作的深層境界。對臺灣美術史之研究投注大量心力，累積多年研究成果。曾任臺南市政府文化局首任局長、臺北市立美術
館、高雄市立美術館、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委員、臺北市公共藝術審查委員和行政院文建會國寶及重要古物審議委員會委員等。
展覽書籍有臺灣美術史《圖說臺灣美術史 I，山海傳奇（史前‧原住民篇）》、《圖說臺灣美術史II：渡臺讚歌(荷西‧明清篇)》、《圖說臺灣美術史
III：深耕戀曲(日治‧戰後篇)》、《戰後臺灣美術史》、《五月與東方》；藝術家系列書籍《臺灣美術全集》、《楊英風全集》、《臺灣近現代藝術
11家》；十八世紀清代的臺灣-《島民‧風俗‧畫：十八世紀臺灣原住民生活圖像》、《懷鄉與認同-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展覽書籍《海外存珍：順
天美術館藏品歸鄉展》、《臺府展圖錄復刻別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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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加開第3劑門診 7500劑莫德納週六開打

台南市交通場站、大眾運輸工具今日進行預防性清消。（南市衛生局提供）

2022/01/11 16:45

〔記者王姝琇／台南報導〕為服務有接種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第3劑疫苗需求的

民眾，南市成大醫院週六（15日）上午加開莫德納疫苗加強劑接種門診，總共提供7500劑次，即日起

至14日中午12點止受理預約掛號。

台南市自展開COVID-19接種作業起，至昨日截止，總接種劑次為273萬9788劑，第1劑涵蓋率

77.6%、第2劑涵蓋率67.8%、加強劑涵蓋率1.5%。昨日共6775人接種COVID-19疫苗第3劑，其中37

人接種AZ、3141人接種莫德納、546人接種高端、3051人接種BNT疫苗。

南市衛生局疾管科長林曉玫表示，本週起中央陸續撥配莫德納及BNT疫苗，因應第3劑加強劑需求，

本週六於成大醫院加開疫苗門診，下週四也會再獲疫苗撥配，劑量充足民眾無須擔憂；除大型責任醫

療院所開設專門加強劑門診，地方衛生所及合約門診均可接種1、2、3劑，民眾可多加利用衛生局官

網查詢。

此外，考量國內陸續出現本土病例，台南市持續強化相關防疫作為，今日衛生局會同觀旅局前往連鎖

旅宿及飯店宣導相關防疫措施，提醒務必落實入住旅客TOCC詢問、清消作業、從業人員健康管理及

追蹤，並儘快接種疫苗追加劑；交通場站、大眾運輸工具今日則進行預防性清消，並要求權管單位每

日落實清消作業。

相關新聞請見︰

「武漢肺炎專區」請點此，更多相關訊息，帶您第一手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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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衛生局今天會同觀旅局前往連鎖旅宿及飯店宣導相關防疫措施。（南市衛生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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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加開第三劑門診 15日開打莫德納

昨天是辛丑年的最後一個「天赦日」，台灣首廟天壇擠滿前來祈福轉運的信眾。 �（記者王姝琇攝）

2022/01/12 05:30

〔記者王姝琇、吳俊鋒／台南報導〕加強武漢肺炎疫苗第三劑施打，成大醫院十五日加開莫德納疫苗

追加劑接種門診，總計提供七千五百劑次，即日起至十四日中午十二點止受理預約掛號。市長黃偉哲

昨天呼籲，從外國的感染率來看，面對傳播力強的Omicorn變異株，絕對不能輕忽，還是要勤洗手、

戴口罩，在生活細節中落實防疫，才能確保平安。

黃偉哲呼籲 生活細節中落實防疫

南市自展開COVID-19接種作業起，截至十日止，總接種劑次為二七三萬九七八八劑，第一劑涵蓋率

七十七．六%、第二劑涵蓋率六十七．八%、第三劑涵蓋率一．五%。十日共六七七五人接種第三

劑，其中卅七人接種AZ、三一四一人接種莫德納、五四六人接種高端、三○五一人接種BNT疫苗。

各區衛生所 均可接種一、二、三劑

衛生局疾管科長林曉玫表示，中央本週已陸續撥配莫德納及BNT疫苗，週六於成大醫院將加開第三劑

疫苗門診；另下週四中央也會再撥配疫苗，劑量充足民眾無須擔憂；除大型責任醫療院所開設專門追

加劑門診之外，各區衛生所及合約門診均可接種一、二、三劑，民眾可多加利用衛生局官網查詢。

此外，考量國內陸續出現本土病例，台南持續強化防疫作為，衛生局昨日會同觀旅局前往連鎖旅宿及

飯店宣導防疫措施，提醒務必落實入住旅客TOCC詢問、清消作業、從業人員健康管理及追蹤，並儘

快接種疫苗追加劑；交通場站、大眾運輸工具昨日也進行預防性清消，並要求權管單位每日落實清消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1/12/6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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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黃偉哲表示，國內疫苗施打，兩劑涵蓋率為六成，一劑涵蓋率則達八成，雖然有群體免疫力，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病毒不斷變異，台灣沒有輕忽的本錢。

日期六個一 天壇擠滿祈福轉運信眾

昨天是辛丑年最後一個「天赦日」，巧遇一一一年一月十一日，六個一同時出現千載難逢！主祀玉皇

上帝的台灣首廟天壇（天公廟）昨天擠滿前來祈福轉運的信眾，加上大學學測日即將到來，許多學生

也藉天赦日祈求考運順利，大量人潮湧入天壇，廟方也派出數十位志工現場協助，呼籲戴口罩務必

「戴好戴滿」。

南市自展開COVID-19接種作業起，截至十日止，總接種劑次為二七三萬九七八八劑。（資料照，記者王
姝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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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文字

成醫15日上午加開莫德納追加劑門診 首日逾3千人掛號
2022-01-11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Omicron變種病毒來襲，考量國內陸續出現COVID-19本土病例，為服務有接種疫苗追加劑需求的市民，成大醫院15日上午加開莫德納疫苗追加劑

接種門診，將有7500個名額，即日起掛號將於14日中午12時截止掛號。據統計11日掛號人數已逾3千人。

台南市衛生局指出，疫苗追加劑歡迎年滿18歲以上、已完整接種2劑（含混打），且距離第二劑接種期間已滿3個月者多加運用；前往接種前請攜帶

健保卡及接種紀錄卡，成大醫院網路掛號系統請點選網址： https://tandem.hosp.ncku.edu.tw/Tandem/Covid19Vaccine.aspx?

Lang=&skv=EzNec8%2bb3OanaNsI%2bILa6f3%2fypEkkZUS 。

統計至10日南市共6775人施打疫苗追加劑及加強劑，其中37人接種AZ疫苗、3141人接種莫德納疫苗、546人接種高端疫苗、3051人接種BNT疫

苗。

南市統計至10日總施打COVID-19疫苗劑次為274萬劑，第一劑覆蓋率七成八、第二劑覆蓋率六成八、加強劑及追加劑涵蓋率零點一五趴。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category/tainan_no_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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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1/15週六上午加開莫德納追加劑接種

大成報／于郁金 2022.01.12 01:39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為服務有接種COVID-19疫苗追加劑需求的市民，成

大醫院本週六(1月15日)上午加開莫德納疫苗追加劑接種門診，1月14日(五)中午12時截

止掛號，歡迎年滿18歲以上(2004年1月15日(含)前出生)、已完整接種2劑(含混打)COV

ID-19疫苗，且距離第二劑接種期間已滿3個月者多加運用。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表示，前往接種前請攜帶健保卡及接種紀錄卡，成大醫院網路掛號系

統請點選網址：「https://tandem.hosp.ncku.edu.tw/Tandem/Covid19Vaccine.asp

x?Lang=&skv=EzNec8%2bb3OanaNsI%2bILa6f3%2fypEkkZUS」。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說明，昨(10)日本市共6,775人接種COVID-19疫苗追加劑及加強

劑，其中37人接種AZ疫苗、3,141人接種莫德納疫苗、546人接種高端疫苗、3,051人

接種BNT疫苗；本市自展開COVID-19接種作業起，至111年1月10日總接種劑次為2,7

39,788劑，第一劑涵蓋率77.6%、第二劑涵蓋率67.8%、加強劑及追加劑涵蓋率1.

5%、劑次涵蓋率146.9%。  

 

衛生局指出，考量國內陸續出現COVID-19本土病例，本市持續強化相關防疫作為，今

日衛生局會同觀旅局前往連鎖旅宿及飯店宣導相關防疫措施，提醒務必落實入住旅客T

OCC詢問、清消作業、從業人員健康管理及追蹤，並儘快接種COVID-19疫苗追加劑；

交通場站、大眾運輸工具今日則進行預防性清消，並要求權管單位每日落實清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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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呼籲市民，落實手部衛生及呼吸道咳嗽禮節，若有呼吸道症狀應確實配戴口罩就

醫，避免出入人潮擁擠公共場所；就醫時確實告知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是否群

聚，並避免不必要的移動。(照片由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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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本週六上午加開莫德納疫苗追加劑接種門診
Posted By: TainanTalk  一月 11, 2022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為服務有接種COVID-19疫苗追加劑需求的市民，成大醫院本週六(1月15日)上午加開莫德納疫苗追加劑接種門診，1月14日
(週五)中午12時截止掛號，歡迎年滿18歲以上(2004年1月15日(含)前出生)、已完整接種2劑(含混打)COVID-19疫苗，且距離第二劑接種期間已滿3個
月者多加運用；前往接種前請攜帶健保卡及接種紀錄卡，成大醫院網路掛號系統請點選網址：
https://tandem.hosp.ncku.edu.tw/Tandem/Covid19Vaccine.aspx?Lang=&skv=EzNec8%2bb3OanaNsI%2bILa6f3%2fypEkkZUS 。

（圖說）南市衛生局派員前往旅宿業，要求強化相關防疫作為。（記者鄭德政攝）
昨（10）日南市共6,775人接種COVID-19疫苗追加劑及加強劑，其中37人接種AZ疫苗、3,141人接種莫德納疫苗、546人接種高端疫苗、3,051人接種
BNT疫苗；南市自展開COVID-19接種作業起，至111年1月10日總接種劑次為2,739,788劑，第一劑涵蓋率77.6%、第二劑涵蓋率67.8%、加強劑及追
加劑涵蓋率1.5%、劑次涵蓋率146.9%。

（圖說）南市衛生局派員前往車站消毒，強化相關防疫作為。（記者鄭德政攝）
考量國內陸續出現COVID-19本土病例，本市持續強化相關防疫作為，今日衛生局會同觀旅局前往連鎖旅宿及飯店宣導相關防疫措施，提醒務必落實
入住旅客TOCC詢問、清消作業、從業人員健康管理及追蹤，並儘快接種COVID-19疫苗追加劑；交通場站、大眾運輸工具今日則進行預防性清消，
並要求權管單位每日落實清消作業。
衛生局呼籲市民落實手部衛生及呼吸道咳嗽禮節，若有呼吸道症狀應確實配戴口罩就醫，避免出入人潮擁擠公共場所；就醫時確實告知旅遊史、職
別、接觸史及是否群聚，並避免不必要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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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本週六上午加開莫德納疫苗追加劑接種門診

【記者張富義／南部報導】

為服務有接種COVID-19疫苗追加劑需求的市民，成大醫院本週六(1月15日)上午加開莫德納疫苗追
加劑接種門診，1月14日(週五)中午12時截止掛號，歡迎年滿18歲以上(2004年1月15日(含)前出
生)、已完整接種2劑(含混打)COVID-19疫苗，且距離第二劑接種期間已滿3個月者多加運用；前往
接種前請攜帶健保卡及接種紀錄卡，成大醫院網路掛號系統請點選網址：
https://tandem.hosp.ncku.edu.tw/Tandem/Covid19Vaccine.aspx?
Lang=&skv=EzNec8%2bb3OanaNsI%2bILa6f3%2fypEkkZUS 。

成大醫院本週六上午加開莫德納疫苗追加劑接種門診。(記者張富義翻攝)

日前台南市共6,775人接種COVID-19疫苗追加劑及加強劑，其中37人接種AZ疫苗、3,141人接種莫
德納疫苗、546人接種高端疫苗、3,051人接種BNT疫苗；台南市自展開COVID-19接種作業起，至
111年1月10日總接種劑次為2,739,788劑，第一劑涵蓋率77.6%、第二劑涵蓋率67.8%、加強劑及
追加劑涵蓋率1.5%、劑次涵蓋率146.9%。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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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國內陸續出現COVID-19本土病例，台南市持續強化相關防疫作為，今日衛生局會同觀旅局前
往連鎖旅宿及飯店宣導相關防疫措施，提醒務必落實入住旅客TOCC詢問、清消作業、從業人員健
康管理及追蹤，並儘快接種COVID-19疫苗追加劑；交通場站、大眾運輸工具今日則進行預防性清
消，並要求權管單位每日落實清消作業。

衛生局呼籲市民落實手部衛生及呼吸道咳嗽禮節，若有呼吸道症狀應確實配戴口罩就醫，避免出入

人潮擁擠公共場所；就醫時確實告知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是否群聚，並避免不必要的移動。



2022/1/12 上午9:31 成大醫院本週六上午加開莫德納疫苗追加劑接種門診-秒捷新聞 / 真實、敏銳、快速、即時呈現事件動態

www.secjie.com.tw/newsview_5785.html 1/2

成大醫院本週六上午加開莫德納疫苗追加劑接種門診
記者陳祺昌 ／ 台南市報導   2022-01-11 14:43

為服務有接種COVID-19疫苗追加劑需求的市民，成大醫院本週六(1月15日)上午加開莫德

劑接種門診，1月14日(週五)中午12時截止掛號，歡迎年滿18歲以上(2004年1月15日(含)前

完整接種2劑(含混打)COVID-19疫苗，且距離第二劑接種期間已滿3個月者多加運用；前往

帶健保卡及接種紀錄卡，成大醫院網路掛號系統請點選網址：

https://tandem.hosp.ncku.edu.tw/Tandem/Covid19Vaccine.aspx?

Lang=&skv=EzNec8%2bb3OanaNsI%2bILa6f3%2fypEkkZUS  。 

 

昨（10）日本市共6,775人接種COVID-19疫苗追加劑及加強劑，其中37人接種AZ疫苗、3

莫德納疫苗、546人接種高端疫苗、3,051人接種BNT疫苗；本市自展開COVID-19接種作業

年1月10日總接種劑次為2,739,788劑，第一劑涵蓋率77.6%、第二劑涵蓋率67.8%、加強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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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率1.5%、劑次涵蓋率146.9%。 

 

考量國內陸續出現COVID-19本土病例，本市持續強化相關防疫作為，今日衛生局會同觀旅

旅宿及飯店宣導相關防疫措施，提醒務必落實入住旅客TOCC詢問、清消作業、從業人員健

追蹤，並儘快接種COVID-19疫苗追加劑；交通場站、大眾運輸工具今日則進行預防性清消

管單位每日落實清消作業。

 

衛生局呼籲市民落實手部衛生及呼吸道咳嗽禮節，若有呼吸道症狀應確實配戴口罩就醫，

潮擁擠公共場所；就醫時確實告知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是否群聚，並避免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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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延燒南台灣 台南市15日全面開打第3劑

桃園機場新冠肺炎Omicron病毒延燒，全台搶打第3劑疫苗，台南市10日共6775人接種第3劑疫苗，人數逐日

增加，台南市衛生局規畫15日將增設大型接種站，成大、奇美醫院同日也加開第3劑接種門診，全面開打。

桃機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案例延燒高雄，南台灣繃緊神經，連日搶打第3劑疫苗民眾增多，擔心疫苗不足，台

南市10日近7000人搶打第3劑疫苗，其中37人接種AZ疫苗、3141人接種莫德納疫苗、546人接種高端疫苗、

3051人接種BNT疫苗。

台南市衛生局強調庫存各類疫苗充足，正著手規畫15日、16日增設多處大型接種站，全面開打各類第3劑疫

苗，呼籲民眾不用擔心疫苗不夠。

除了台南市衛生局開設大型接種站，各家醫院也加入第3劑施打行列，成大醫院15日上午加開第3劑疫苗門

診，準備施打7500劑莫德納。奇美醫院同日有600劑BNT第3劑疫苗門診。

成大醫院表示，年滿18歲以上、已完整接種2劑新冠肺炎疫苗，距第2劑接種已滿3個月者皆符合第3劑接種資

格，第3劑門診預約掛號14日中午12時截止，民眾15日可攜帶健保卡及接種紀錄卡前往。

台南市衛生局表示，全市第1劑涵蓋率77.6％、第二劑涵蓋率67.8％、第3劑涵蓋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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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防疫作為　成大醫院15日上午加開莫德
納疫苗追加劑接種門診

▲台南市衛生局會同觀旅局，前往連鎖旅宿及飯店宣導相關防疫措施，並加強交通場站、大眾

運輸工具預防性清消作業。（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為服務有接種COVID-19疫苗追加劑需求的市民，成大醫院1月15日周六上午加開

莫德納疫苗追加劑接種門診，1月14日中午12時截止掛號，歡迎符合資格民眾前

往接種疫苗。

衛生局指出，歡迎年滿18歲以上（2004年1月15日含前出生)、已完整接種2劑

（含混打）COVID-19疫苗，且距離第二劑接種期間已滿3個月者多加運用；前往

接種前請攜帶健保卡及接種紀錄卡，成大醫院網路掛號系統請點選網址：

https://tandem.hosp.ncku.edu.tw/Tandem/Covid19Vaccine.aspx?

Lang=&skv=EzNec8%2bb3OanaNsI%2bILa6f3%2fypEkkZUS 。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5%9C%B0%E6%96%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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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台南市共6775人接種COVID-19疫苗追加劑及加強劑，其中37人接種AZ疫

苗、3141人接種莫德納疫苗、546人接種高端疫苗、3051人接種BNT疫苗；台南

市自展開COVID-19接種作業起，至1月10日總接種劑次為273萬9788劑，第一劑

涵蓋率77.6％、第二劑涵蓋率67.8％、加強劑及追加劑涵蓋率1.5％、劑次涵蓋率

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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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國內陸續出現COVID-19本土病例，台南市持續強化相關防疫作為，11日衛生

局會同觀旅局前往連鎖旅宿及飯店宣導相關防疫措施，提醒務必落實入住旅客

TOCC詢問、清消作業、從業人員健康管理及追蹤，並儘快接種COVID-19疫苗追

加劑；交通場站、大眾運輸工具今日則進行預防性清消，並要求權管單位每日落

實清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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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呼籲市民落實手部衛生及呼吸道咳嗽禮節，若有呼吸道症狀應確實配戴口

罩就醫，避免出入人潮擁擠公共場所；就醫時確實告知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

及是否群聚，並避免不必要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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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大學55系所宣布停招　增42系所追產業
變化

記者黃翊婷／綜合報導

台灣少子化問題嚴重，去年11月擁有56年歷史的台北市內湖區方濟中學確定自下

學年起停招。雖然教育部在111學年核准增設42個大學系所及學程，但仍有55個

系所因為產業變化宣布停招，例如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系碩士班。

▲全台今年有55個系所宣布停招。（資料照／記者黃克翔攝）

為了因應未來發展，教育部111學年核准增設42個大學系所及學程，其中包含台

灣大學理學院統計與數據科學研究所碩士班，自去年7月獲得教育部同意增設後，

校方隨即於同年9月成立統計與數據科學研究所籌備處，並於111學年度開始招生

入學，致力培育統計與數據科學的專業人才，投入從事統計與數據科學等相關研

究。

不過，根據《聯合新聞網》報導，今年全台共有55個系所宣布停招，目的是要轉

型走向更符合產業趨勢的領域，例如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系碩士班；副

校長兼教務長陳清河表示，停招不是結束，會將名額併入數位媒體設計系，由於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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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出版業市場正在萎縮，校方決議自112學年起更名「圖文傳播系」，刪除平

面印刷課程，增加聚焦設計和攝影領域。

▲110學年大專校院博士班無新生註冊的系所。（圖／ETtoday製圖，下同）

其實少子化的問題近年來頻頻被拿出來討論，依據教育部資料顯示，110學年度

大專全校新生註冊率有7校註冊率低於6成，較去年12校少5間；碩博士班部分有

46系招生掛零，公立共計18間，包括台灣大學、成功大學、陽明交通和中央大學

等通通入列。

博士班在該年度有32系招生全掛蛋，如台大語言學研究所、綠色永續材料與精密

元件博士學位學程；成大奈米積體電路工程博士學位學程；中興大學化學工程學

系；陽明交通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中央則有經

濟學系、工業管理研究所等5系。



2022/1/12 上午11:35 今年大學55系所宣布停招　增42系所追產業變化 | ETtoday生活新聞 | ETtoday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20112/2167136.htm 3/5

公立博士班此次有13間，包括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等3系；中正大學哲學、

心理等4系；台北大學經濟學系；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東華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

等3系；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管理人才博士學位學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

衛生工程系博士班等3系；金門大學跨境產業策略與發展博士學位學程。

公立碩士班有6間，加私立共14系沒人註冊，分別為清華大學全球營運管理碩士

雙聯學位學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體育行政教師碩士在職專班、高

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學校行政領導碩士班，和暨大、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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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產業變化 大學增42系所 55停招

2022-01-12 02:58  聯合報  / 記者潘乃欣／台北報導

高教面臨少子化衝擊，但教育部一一一學年核准增

設四十二個大學系所，以生醫、人工智慧為大宗；

另有多個藝術大學因應科技興起，增設科技藝術系

育才。此外，也有五十五個系所因應產業變化停

招。

台大將增設統計與數據科學所，教務長丁詩同說，

統計碩士學程以教授商管、農業等領域統計知識為

主，但設在理學院，延攬數學、財金等多系教授任

教，聚焦數據科學，呼應當前各產業積極接軌大數

據趨勢。

陽明交通大學增設口腔組織工程暨生技材料所，協

助籌備的牙醫系教授林元敏說，強調牙材應用，將

導入相關產業應用發展，讓學生有能力自產陶瓷、

聚合物等材質的牙材，台灣可不再高度仰賴進口材

料。

清華大學增設科技藝術所，藝術學院副院長蕭銘芚

說，不像過去的藝術講求畫工等天賦，替更多有藝

術夢的學生開一條路。學生就算小時未學畫，也能

透過後天學習程式設計等第二專長，畢業後成為廣

義的藝術工作者。

但世新大學決議停招圖傳與數位出版系碩士班，副

校長兼教務長陳清河說，因平面出版業市場萎縮，

https://udn.com/news/reporter/OTIzMDg=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4%B8%96%E6%96%B0%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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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二學年起圖傳與數位出版系拿掉「出版」兩

字，更名「圖文傳播系」，刪減傳統的平面印刷課

程，更加聚焦設計和攝影兩大領域。成功大學設立

太空電漿研究所近十年 ，近年博士班數度無人報

考，校方決議今年起停招，預計轉型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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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不上產業趨勢 今年又有55個系所宣布

停招

2022-01-12 02:57  聯合報  / 記者潘乃欣／台北即時報導

少子化成定局，教育部111學年仍核准增設42個大

學系所或學程，以符合國家發展的生醫、人工智慧

為大宗，如台灣大學增設統計與數據科學所；另有

多 個藝術大學因應科技興起，增設科技藝術系育

教育部1 1 1學年核准增設4 2 個 大學系所或學程，同時也有 5 5 個系所宣布停

招。 本報資料照片

https://udn.com/news/reporter/OTIzM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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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但也有55個系所因應產業變化宣布停招，如世

新大學認為出版已非時代趨勢，決議停招圖文傳播

暨數位出版系碩士班。

台大今年八月增設統計與數據科學所，首屆只收15

人，就吸引187人報考，多於校內既有的統計碩士

學位學程。教務長丁詩同描述，原本的統計碩士學

程以教授商管、農業等領域的統計知識為主，新設

的統計所設在理學院，延攬數學、財金等多系教授

任教，聚焦數據科學，呼應當前各產業積極接軌大

數據的趨勢。

去年甫合校的陽明交通大學增設口腔組織工程暨生

技材料所，協助籌備的牙醫系教授林元敏描述，此

所強調牙材應用，將導入相關產業應用發展，讓學

生有能力自產陶瓷、聚合物等材質的牙材，讓台灣

不再高度仰賴進口材料。首屆只收4人，數十人來報

名，來自生醫系等多元領域，所方已從中錄取優秀

人才。

清華大學增設科技藝術所。藝術學院副院長蕭銘芚

指出，科技藝術結合科技、藝術，不像過去的藝術

講求畫工等天賦，替更 多 有藝術夢的學生 開 一條

路。學生就算小時未學畫，也能透過後天學習程式

設計等第二專長，畢業後成為廣義的藝術工作者。

另有科系選擇停招，轉型走更符合產業趨勢的路。

以傳播起家的世新大學，已決議停招圖傳與數位出

版系系碩士班。副校長兼教務長陳清河解釋，停招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4%B8%96%E6%96%B0%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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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結束，而是將名額併入數位媒體設計系，培養

當前產業需要的數位設計人才。

陳清河提到，平面出版業市場確實在萎縮，世新大

學校務會議已決議，112學年起圖傳與數位出版系

將拿掉「出版」兩個字，更名「圖文傳播系」，刪

減傳統的平面印刷課程，更加聚焦設計和攝影兩大

領域。

成功大學設立太空電漿研究所近十年，近年數度出

現無人報考博士班情況，校方決議今年起停招博士

班。教務長王育民解釋，此所當時因應液晶電視等

領域而生，如今科技已大幅改變產業，此所預計重

新轉型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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