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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AI 成⼤科普展融入⽣活
2022-08-13

桃園快樂國⼩在《AI和想像中的不⼀樣!?》展覽現場，透過互動遊戲讓⼩朋友感受AI課程的魅⼒。
（成⼤提供）

記者羅⽟如⁄台南報導

為了讓更多⼈認識AI，成⼤⼗三⽇起⼀連兩天在台南市美術館⼀館舉辦《AI和想像中的不⼀樣！？》教育推廣

成果暨科普知識展。北⼀女、師⼤附中、南市和順國中等校師⽣應邀設攤，透過遊戲、漫畫與⺠眾互動，展現

AI與⽇常⽣活、課程融合的魅⼒。

成⼤敏求運算院⻑詹寶珠表⽰，《AI和想像中的不⼀樣！？》，將藝術場域與科技展覽結合。其實⼈⼯智慧充

斥在我們的⽇常⽣活中，交通、娛樂、醫療、教育等，都有AI應⽤。透過此次展覽，希望打破⼤眾對AI的既定

印象。

台⼤科學教育發展中⼼在圖文漫畫輔助下，向⼤家講述Facebook⾸席⼈⼯智慧科學家楊立昆、提出機器⼈三⼤

法則的科幻⼩說作家以撒艾⻄莫夫等AI科學家的故事，讓⺠眾透過⼈物認識AI發展歷程。

詹寶珠⾝兼教育部⼈⼯智慧技術及應⽤⼈才培育計畫總計畫主持⼈，她指出，⼈⼯智慧技術及應⽤⼈才培育計

畫，內容涵蓋⼤專院校⼈⼯智慧技術及應⽤領域系列課程、AI CUP競賽與標註資料蒐集、⼈⼯智慧中⼩學推廣

教育，從國教端基礎扎根，到⾼教端技術與應⽤⼈才養成，期盼打造完整的⼈⼯智慧⼈才培育環境。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科⻑鄧慧穎指出，此次活動與台灣女科技⼈電⼦報團隊合作，舉辦AI女⼒⼯作坊，邀

請⼈⼯智慧科技基⾦會執⾏⻑溫怡玲、台灣女科技⼈電⼦報總編輯洪文玲等AI領域女科技⼈到場經驗分享，呼

籲⺠眾關切⼈⼯智慧造成的性別困境、女性及⼤眾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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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快樂國⼩應邀參展，帶來學校使⽤的AI雙語互動機器⼈。校⻑林育沖表⽰，該校今年開始採⽤智慧軟體進

⾏雙語教學，展現資訊課程及英語村能量。

從桃園帶學⽣來台南參觀的蘇老師說，南市和順國中三年前開始發展AI課程，在課程中融入⾃動駕駛、AI井字

遊戲。透過⼩遊戲讓孩⼦們了解所謂的⼈⼯智慧與機器學習。⾃⼰服務的學校，下學期也將規劃相關課程。希望

未來能與和順國中討論相關教案，帶領學⽣進入⼈⼯智慧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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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A台灣永續⾏動獎 成⼤團隊奪⼆⾦⼀銀
2022-08-12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學三個團隊在「2022 TSAA台灣永續⾏動獎」榮獲兩⾦⼀銀的佳績，其中成⼤「相伴2026」團隊因應

超⾼齡社會趨勢，發展⼤學與在地社區之間的微社群，奪下「SDG 3健康與福祉」⾦牌；「惡地協作區域共學

圈」團隊協助極限村落發展在地經濟，奪下「SDG 11永續城市」⾦牌；「台南永康復國韌性社區」團隊以⼤學

之⼒輔導社區提升災害容受⼒，奪下「SDG 11永續城市」銀牌。

台灣也逐步邁入超⾼齡社會，成⼤「相伴2026」團隊透過建立⼤學教學研究與在地社群之間的「微社群」，讓

不同個體之間相互有興趣連結互動、共學共做，甚⾄合作創業、相互⽀持，成為⽀持老⼈發展退休新⽣活、⽀持

年輕⼈在地就業的創業夥伴。

「惡地協作區域共學圈」團隊則深耕台南與⾼雄淺⼭地區，透過惡地協作專案建立區域共學圈，協助極限村落發

展在地經濟。團隊從新體驗、新產業、新資訊三⼤主題出發，連結⼤學專業挖掘在地特⾊發展出深度旅遊體驗、

系統性分析在地產業資源與社會動能，致⼒翻轉偏鄉為協作夥伴及學習區域，建立永續城鄉之共學及創新組織。

「台南永康復國韌性社區」團隊則著重在社區⺠眾⾃主性，⺠眾能⾃⾏來完成多數的⼯作，透過成功⼤學擔任協

⼒團隊進⾏輔導訓練，成為營造韌性社區的主要推⼿，協助社區進⾏風險辨識以及各項⼯作推動，有助於在災時

或災後引導居⺠⾃助、互助，使公部⾨的能量更易進入社區，並藉由持續運作機制建立，使資源投入效益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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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視窗

成功大學新任校長遴選，5位被推薦的校內教授為副校長蘇
芳慶（左上起）、電機資訊學院院長詹寶珠、成大醫院前院

長沈孟儒、生技系特聘教授陳宗嶽，及法律系特聘教授許育

成大校長遴選 6推薦人
選曝光 有海外教授角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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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 ／ 記者 馮靖惠 2022-08-13 13:13

典，剩下1人為海外學者。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ingimage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兩任任期將在明年1月屆滿，學校啟動新

任校長遴選。但第一次徵求截止時，罕見只有2名校內人士獲

推薦，未過獲推薦者應有6人門檻，因此展開第二次徵選。目

前最新進度是已有6位獲推薦者同意成為候選人，不過其中1

人因是海外學者，是否符合須具一級主管經歷的條件，仍待

確認。

醫學院候選人較吃香？教授看法不一

本報掌握，5位被推薦的校內教授分別是副校長蘇芳慶、電機

資訊學院院長詹寶珠、成大醫院前院長沈孟儒、生物科技與

產業科學系特聘教授陳宗嶽，以及曾任台南市副市長的法律

學系特聘教授許育典。為了避免選舉爭議重演，成大校長遴

選委員會特別選出具法律背景的國發會前主委陳美伶作為召

集人。

有醫學院資深教授透露，有人認為醫學院出身的沈孟儒一定

會上。但一位成大資深教授表示，醫學院候選人比較吃香的

是在台大，成大由醫學院選上的只有現任校長蘇慧貞。也有

校內教授說，吃不吃香應該是看校長的人脈及資源，不過更

需要的是怎麼善用這些，完成對成大的願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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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當年在爭議中產生。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新任校長將於明年2月1日上任。由於依規定不能自薦，校方

展開第18任校長遴選作業時，宣布從5月1日到31日向海內外

公開徵求校長人選，請求各方推薦給遴選委員會。但第一次

徵求時，被推薦者除了蘇芳慶，只有另一位校內老師。因推

薦人選不足，經延長推薦收件，收到十多封電子郵件或書面

推薦函，跨越6人的「基本門檻」，最後蘇芳慶等6人表示願

意成為候選人。

成大表示，遴選委員會目前正進行資格審查等查證工作，例

如受推薦人選與遴選委員成員有無利益關係等，符合資格者

才能成為正式候選人。預計8月23日舉行遴選委員會。

6人有5位校內教授 1人是成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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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6人中除5位校內教授，剩下的1人為國外教授、是成

大校友，對方特別提醒遴選小組不可對外說他來自哪裡，因

為他並未告知原任職學校。不過被推薦的這位教授，是否符

合校長候選人須具一級主管經歷的條件，還必須經委員會認

定。

成大校長選舉曾爭議不少，回首2014年，成大選出校長蘇慧

貞，遴選過程引發「黑箱」爭議，多名師生連署批評過程有

瑕疵，呼籲重啟投票機制。

怕重演黑箱爭議 找陳美伶作召集人

當年成大校長遴選國內外共11人，透過遴選委員會初選，選

出林啟禎、何志欽、蘇慧貞、陳良基、曾永華5人。第二階段

由校內共616名專任教師投票，但投票結果未公布。

之後，該遴選又在最後第三階段時出現重大瑕疵，第一輪5選

3，第二輪3選2，還未進入最後一輪2選1，就取第二輪3選2

最高票出線。投票過程中 ，又因第二輪3選2選票未重新製

作，導致其中一票圈錯、淪為廢票，當時擔任副校長的何志

欽以1票之差落敗。

當年這些過程引發部分師生連署抗議，認為第二階段專任教

師投票結果未公布，等於未將校內師生 心聲傳達給遴選委

員，是重大程序不合法，影響遴選公正性。成大副校長李俊

璋澄清，103年成大校長遴選作業已經經過三項司法審判成大

勝訴，判決103年校長遴選作業完全符合當時法規規定，無黑

箱作業。不過，為避免選舉爭議重演，這次成大校長遴選委

員會才選出陳美伶作為遴委會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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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成大選出校長蘇慧貞時爭議不少，此次成大校長遴選委員會特別選
出具法律背景的國發會前主委陳美伶（圖）作為召集人。圖／聯合報系資料
照片

資深教授：新校長需值得大家尊敬且爭議少

面對即將來的遴選，成大生科院資深教授表示，有海外學者

來角逐校長，值得欣慰，校內師生都希望廣納有為之人來帶

領成大。不過他認為如果只是會做事情，理念與理想沒到達

作為一個大學校長的層次，他大概都不會支持，「未來校長

的形象必須好、值得大家尊敬且爭議少」。

一位成大理學院教授說，期許新校長能帶領成大擴展比現在

蘇校長更大的版圖。他肯定蘇校長做得很好，讓成大的形象

及能見度有顯著提升；一名成大電資學院教授也希望新校長

延續蘇校長的開放政策。

7

https://vip.udn.com/


2022/8/14 下午3:57 成大校長遴選 6推薦人選曝光 有海外教授角逐 | 高教視窗 | 聯合報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2866/6534383?from=udn-category 6/9

討論數: 0

成大醫院 校長遴選 投票

成大 大學教授 專論 高教
分享

至於目前5位被推薦候選人，都相當低調。沈孟儒說，校長遴

選事宜，校方會統一發布訊息；許育典表示，按學校遴選規

定，目前尚不適合發言。

蘇芳慶表示，參與成大校長遴選的起心動念是感恩的心，謙

卑的態度，勇於承擔責任，為高等教育及未來全球大挑戰的

下世代國際新人才培育、科技創新、社會進步及國家發展，

做出有意義的貢獻。詹寶珠和陳宗嶽未回應。

【你也可以看】

台大選校長／9人選都跟台大相關 教授坦言「台大封

建且水很深」

林智堅論文門延燒 台大9位校長候選人怎麼看？

※  歡迎用「轉貼」或「分享」的方式轉傳文章連結；未經授權，請勿複

製轉貼文章內容

讚 18 分享

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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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蠣住套房、蘆筍喝涼水  成大

團隊助農民應對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加劇，農漁民首當其衝，成功大學集專業
人力、設備於一身，5年來組織一支環境變遷調適…

2022-07-30 15:54:50

台大選校長／台大癌醫院長楊志

新送件  候選名單仍無海外學者

清華大學選出54歲香港大學前副校長高為元作為新
任校長，備受外界肯定，顯示國內大學校長選舉…

2022-07-11 12:23:24

波波醫襲台／牙醫系教授轟：實

習醫師醫病糾紛恐暴增  哪單…

現行牙醫師人口服務比已高達1：1400，早已遠遠
先進國家的1：3000的理想比例，今年5月醫師法…

2022-08-10 10:35:09

台大選校長／9人選都跟台大相

關 教授坦言「台大封建且水…

台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昨（12日）天公布第十三
任校長候選人名單，台大前代理校長郭大維、台…

2022-07-13 15:00:00

台大扛住壓力審完論文案  強力

護航林智堅的陳明通誰來嚴懲？

台大今天宣布林智堅碩士論文抄襲情節嚴重，建議
撤銷林智堅的碩士學位。依規定，台大審定委員…

2022-08-09 13:05:17

台大選校長／卡管案讓很多人不

敢出來選  管中閔：暗流隨時…

台大校長遴選將在今天（27日）傍晚截止報名，雖
然目前尚無法得知最後投件情況，但4年前那場歷…

2022-06-27 11: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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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字以內

規範 

台大選校長／醫學院、留美派較

吃香？遴選眉角多 是不是校…
美國的大學為了保護學術精英，遴選校長時都是秘
密廣泛覓才，反觀台灣的大學校長遴選，以台大…

2022-06-27 12:30:00

台大選校長／7人確定角逐  葉丙

成要打造HubNTU 黃瑞仁借…

台灣大學啟動下屆校長遴選程序，台大前代理校長
郭大維、電機系教授葉丙成、工學院院長陳文章…

2022-06-27 21:00:00

太空人才荒／政府出手設太空工

程研究所 教授憂緩不濟急

台灣太空研究人才的攬才和留才環境嚴重不足，教
育部將主導、國家太空中心統籌推動大學校院設…

2022-06-29 07:00:00

太空人才荒／火箭阿伯跟台積電

搶才  打造台版NASA

「火箭阿伯」、國家太空中心主任吳宗信上任後，
目標將太空中心打造成「台版NASA」—「TASA…

2022-06-30 07:00:00

More 8

評論

發布

7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2866/6417698?from=vipudn_recommendation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2866/6417698?from=vipudn_recommendation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2866/6417698?from=vipudn_recommendation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2866/6418950?from=vipudn_recommendation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2866/6418950?from=vipudn_recommendation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2866/6418950?from=vipudn_recommendation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2866/6415904?from=vipudn_recommendation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2866/6415904?from=vipudn_recommendation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2866/6415904?from=vipudn_recommendation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2866/6416208?from=vipudn_recommendation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2866/6416208?from=vipudn_recommendation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2866/6416208?from=vipudn_recommendation
https://vip.udn.com/


2022/8/14 下午3:57 成大校長遴選 6推薦人選曝光 有海外教授角逐 | 高教視窗 | 聯合報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2866/6534383?from=udn-category 9/9

   Y

    隱私政策  &  聯合新聞網

聯合報系著作權所有 ©  2020-22 All  Rights Reser ved

產品介紹 常見問題 我要發問 企業團購 服務條款

全部評論 (0) 排序方式 

目前尚未有留言，成為第一位留言吧

7

https://www.facebook.com/udnplus/
https://www.instagram.com/udngroup/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Et9Vy6Kz4GKlePLgIJbtoA
https://bit.ly/2XP6XZq
http://www.udngroup.com/members/udn_privacy?from=footer
https://bit.ly/3sklf1q
https://vip.udn.com/member/products?from=footer
https://vip.udn.com/member/qa/faq?from=footer
https://vip.udn.com/member/qa/contact?from=footer
https://vip.udn.com/vip/corporate
http://www.udngroup.com/members/service?from=footer
https://vip.udn.com/


2022/8/15 上午11:30 師法⾃然，永續未來！台灣青年的仿⽣夢 | 台灣英文新聞 | 2022-08-12 17:19:54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4624488 1/3

師法自然，永續未來！台灣青年的仿生夢
By 台灣英文新聞
2022/08/12 17:19

新北市政府與台灣仿生科技協會合作舉辦「全球仿生設計競賽台灣海選」至今已有近250 個

大專院校科系團隊、超過850 位參與者參與其中，並在2020年全球仿生競賽中有兩組台灣

團隊在跨17個國家的作品中脫穎而出，入圍決選前10大作品。今年以「2050年淨零碳排目

標」為競賽主題由新北市四局處持續提供大專暨社會人士組獎項，邀集青年團隊提出海洋汙

染、綠建築等仿生淨零碳排方案，此外，今年更擴大辦理高中職組競賽，邀集來自北中南東

17所高中職13件作品，讓競賽增添更多青年創造力。希望以有志青年之手與大自然合作、

仿效生物特性，共創永續未來。

照片來源：新北市政府漁業及漁港事業管理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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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北市「蛻變交通獎」獲獎作品「RICOCHET」於當年度全球仿生設計競賽中脫穎

而出，入圍決選前10大作品之一，獲得美國創新創業育成培訓，將設計再進化並且完成雛

型，於2021年進軍總決賽角逐大獎與被投資的機會。因仿生科技所涉略的領域廣大，

「RICOCHET」團隊鼓勵本次參賽的隊伍能夠參考各領域專家的意見，透過諮詢及腦力激

盪都能更精進仿生設計而有參與國際競賽、開拓眼界的機會，此外，也鼓勵今年參與仿生設

計競賽之團隊，不論是否得獎，都能保有初心持續在仿生設計領域努力，共同創造永續未

來！

「RICOCHET」團隊的成員分別來自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工業

與資訊管理學系、化學工程學系、工程科學系以及外國語文學系，組成跨系聯隊，以魟魚濾

食浮游生物的鰓耙結構為靈感設計粒子收集器，過濾並收集引擎燃燒產生之PM2.5，將有汙

染的廢氣過濾後再排出，希望以此降低PM2.5所造成的疾病及死亡。

「RICOCHET」團隊的石一澤同學表示，起初在社群軟體的成大討論版中遇到志同道合的

夥伴，進而組成團隊參加仿生競賽。疫情前中南部的空氣狀況在冬季時非常糟糕，團隊希望

設計出一款能改善空氣品質且低汙染之作品，在設計過程中曾與超過30位來自各專業領域

的教授進行諮詢，而後才有「RICOCHET」的誕生。雖然參與國際競賽的過程，因疫情無

法有更多交流，但仍為一次寶貴且難忘的經驗。他認為多數的技術都已存在，稍微改善就可

應用於市場，但在可行性(市場與技術)上要多加考量。最後建議仿生青年能夠善用好的文獻

回顧及教授的資源進行仿生作品設計，能夠省下許多實驗及調查的時間進而在現有的基礎上

更加精進。

新北市漁業處表示，全球暖化日益嚴重，世界各國對於環境議題極為重視，而師法自然的仿

生科技將是永續環境的一大助力，透過仿生競賽聚集富有潛力之青年學子運用自身專業設計

出友善環境、減少汙染之作品。未來將持續投入資源，鼓勵仿生青年參與國內競賽進而接軌

國際、勇敢追夢，朝向與自然和平共存、低汙染的未來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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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球仿生設計競賽入圍決選前10大作品「RICOCHET」團隊。（資料來源：台灣仿

生科技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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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發放榜 缺額破1.4萬⼈
2022-08-13

只有11所⼤學滿招 文化缺額最多 次多是義守

記者王誌成⁄台北報導

⾸屆⼤學分發入學⼗⼆⽇放榜，錄取率⾼達百分之九⼗八點九四，與往年相比再創新⾼。不過由於少⼦化問題，

根據⼤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統計，缺額⼤增⾄⼀萬四千四百九⼗三個，且只有⼗⼀所⼤學滿招。學界希望公私

校「同步減招」，教育部則認為，台灣⽬前⼤專公私比仍有相當差距，不宜同步減招。

考分會公告分發結果，今年錄取率達百分之九⼗八點九四，缺額為⼀萬四千四百九⼗三個，皆創下新⾼。考分會

指出，缺額較多原因在於分科測驗報考⼈數相較去年減少約⼀點⼀萬⼈，回流的名額增加，導致今年缺額數⼤

增。

滿招學校部分，公立有九所，分別為國立台灣⼤學、國立成功⼤學、國立政治⼤學、國立陽明交通⼤學、國立中

央⼤學、國立中⼭⼤學、國立體育⼤學、國立中正⼤學、國立台北⼤學；⽽私立也有⼆所，分別為中國醫藥⼤

學、台北醫學⼤學。

缺額數較多學校則是文化⼤學缺額數⼆千三百七⼗八⼈、淡江⼤學⼀千零三⼗七⼈、義守⼤學⼀千零七⼈，其中

國立清華⼤學有⼆名缺額及國立台灣師範⼤學⼗名、國立中興⼤學則是三名。

針對有部分公立⼤學出現缺額，教育部指出，已訂有總量標準，公校連續⼆年註冊率未達八成、私校連續⼆年註

冊率未達七成，將扣減招⽣名額百分之五⼗到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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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公立2私立⼤學滿招 7私⼤缺額率破
90％

⽞奘⼤學（⾒圖）缺額率最⾼，達97.6％，校⻑簡紹琦指出，
今年缺額是全國性的問題，學校已經藉由繁星、個⼈申請、單獨
招⽣等多元管道招收65％左右的學⽣。（資料照）

2022/08/13 09:30

⾸次上稿 8/12 12:52 
更新時間 8/13 05:41 新增⽞奘⼤學回應，09:30新增⼤葉⼤學
回應

〔記者楊綿傑、洪美秀、林曉雲／綜合報導〕⾸屆⼤學分發入

學12⽇放榜，錄取率98.94％再創新⾼，缺額則較去年⼤增1
萬1761個，達到1萬4493個。今年共11所⼤學滿招，但也有12
所⼤學缺額比率⼤於80％，其中7所甚⾄⾼達90％，不乏北部
學校。另⼀⽅⾯，公立⼤學則出現2所缺額率破50％學校。

根據考分會今年⼤學分發入學資料，各分發後的招⽣缺額共有

51所⼤學有缺額，連公立⼤學也有22所招不滿，私立⼤學則
有29校招不滿。

滿招學校部分，其中公立有9所，分別為國立台灣⼤學、國立
成功⼤學、國立政治⼤學、國立陽明交通⼤學、國立中央⼤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8/12/phpaWVlxh.jpg


2022/8/15 下午1:39 9公立2私立⼤學滿招 7私⼤缺額率破90％ - ⽣活 - ⾃由時報電⼦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4023183 2/4

學、國立中⼭⼤學、國立體育⼤學、國立中正⼤學、國立台北

⼤學；⽽私立也有2所，分別為中國醫藥⼤學、台北醫學⼤
學。

缺額數較多學校⽅⾯，文化⼤學缺額數2378⼈、淡江⼤學
1037⼈、義守⼤學1007⼈。進⼀步從缺額率來看，有14校超
過75％，其中有12校超過80％、7校甚⾄超過90％，且不乏位
處北部地區的⼤學。此外，缺額率介於50％到75％之間的學
校，除了有7所私立⼤學，更有2所公立⼤學榜上有名。

根據計算，缺額率最⾼的學校是⽞奘⼤學達97.6％，其他⾼於
90％的學校還包括⼤葉⼤學95.8％、明道⼤學95.7％、真理⼤
學95.5％、⻑榮⼤學91.6％、康寧⼤學91.5％、文化⼤學
90.2％；⽽缺額率⾼於80％的學校，則有中華⼤學89.5％、佛
光⼤學85.6％、義守⼤學84.4％、靜宜⼤學82.9％，以及慈濟
⼤學82.9％；後⾯則還有實踐⼤學79.6％、⼤同⼤學77.4％，
皆⾼於75％。

缺額達到50％以上的學校，公立⼤學包括國立台東⼤學
56.8％、國立⾦⾨⼤學51.7％；私立⼤學則是亞洲⼤學
71.1％、南華⼤學69.9％、銘傳⼤學64.2％、元智⼤學
54.4％、淡江⼤學52.8％、世新⼤學51.5％、東海⼤學
51.2％。

⾯對少⼦化的壓⼒越來越⼤，考分會主委、成⼤校⻑蘇慧貞表

⽰，各⼤學展現積極態度，透過強化學校系所特⾊、吸引學⽣

就讀意願，⽽⼤學養成之後，還要與⽣涯發展、職涯作連結，

更是每個學校每個系所都必須努⼒的事。

⽞奘⼤學校⻑簡紹琦指出，今年缺額是全國性的問題，學校已

經藉由繁星、個⼈申請、單獨招⽣等多元管道招收65％左右的
學⽣，學校將會秉持辦學理念，積極開創財源，永續經營，並

善⽤⼗⽅捐款，獎助弱勢學⽣，充實教學資源，⿎勵學⽣創新

創業、境外移動學習，勇敢圓夢。

⼤葉⼤學校⻑顏鴻森表⽰，分發入學只是多元入學管道之⼀，

⼤葉⼤學雖然出現缺額，但經過不同學制、不同管道的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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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錄取超1千名新⽣，學校在新學年還加碼投資，增設職能治
療學系，為國內⻑照產業短缺的職能治療⼈⼒注入新⾎，⽣物

醫學系也將設置醫藥⽣技研發實驗室。

今年共51所⼤學出現缺額。（圖由考分會提供）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8/12/4023183_1_1.jpg


2022/8/15 下午1:39 9公立2私立⼤學滿招 7私⼤缺額率破90％ - ⽣活 - ⾃由時報電⼦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4023183 4/4

今年共51所⼤學出現缺額。（圖由考分會提供）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8/12/4023183_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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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分發錄取率98.94%、缺額1.4萬 雙

創新高

2022-08-13 01:12  聯合報／  記者許維寧／台北報導

一一一學年大學分發入學管道昨放榜，受考招改制

和少子化衝擊影響，今年參與分發學生數大減，但

學校未及時因應調整招生名額分配，最終缺額達一

1 1 1學年度大學分 發 入學放榜，今年參與分 發學生數大減，缺額達1 4 4 9 3

個 ，錄取率9 8 . 9 4％亦創下 新高。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Q2N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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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四四九三個，錄取率亦創下新高，達百分之九十

八點九四，僅二六九人落榜。有五十一所學校未招

滿，其中連清大、台師大、中興大學等頂大也罕見

出現缺額。

考分會執秘蔡群立表示，今年學測數Ａ頂標僅十級

分，創新低，由於考生成績不理想，因此未參加申

請入學和繁星推薦等甄選機制，甄選入學名額均回

流至分 發 入學，甄選管道回流名額一萬四四三五

個，為近五年次多。

蔡群立指出，今年分發入學名額總計三萬九三五○

個，但最終登記參與分發僅二萬五二九七人，比去

年大減一點一萬人，學生數少但名額多，導致今年

分發後，缺額數創新高。

據考分會統計，今年共有五十一所大學未招滿，包

括公立廿二所、私立廿九所。其中文化大學招生名

額多，缺額亦多，今年缺額達二三七八個，其次為

淡江大學一○三七個、義守大學一○○七個。

公立大學今年也出現缺額，嘉義大學缺額最多，達

二九九個 ，東華大學一八七個 、屏東大學一四七

個；頂大中，清大罕見出現二個缺額，台師大則有

十個缺額。滿招學校僅十一 所 ， 分別為 台 大 、 成

大、政大、陽明交大等校。

補教業者亦統計，今年共一九○○個科系參與分

發，高達六五○個科系招不到一半學生，更有一八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B8%85%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B8%AB%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A7%91%E7%B3%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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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科系掛零，也就是有近十分之一科系招不到學

生。若以學群區分，缺額比率最高為外語學群，占

該學群名額的百分之六十二點四七。

對於今年缺額數創新高，升學輔導專家劉駿豪表

示，今年考招新制上路，學生對成績掌握度不夠又

無落點參考，不敢放膽填，導致部分公立大學科系

也招不到人。再者，分發入學缺額多，已非辦學不

佳的問題，而是學生數已不足，若科系真有特色，

建議應在個人申請管道招到更多學生。他也提醒，

少子化趨勢下，今年只是雪崩的開始，沒有缺額的

學校也要及早因應。

大學分 發缺額是去年 5倍  製表／許維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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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分發放榜　錄取率98.94％創新高 

　一一一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昨天放榜，根據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公布的

資料，今年錄取率為百分之九十八點九四，創下新高，但也有兩百六十九名考

生落榜。大考分發會表示，受少子化影響，報名分科測驗人數驟降，加上因其

他升學管道名額回流等影響，今年缺額達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三人，比去年大增

超過一萬一千名，僅十一校滿招。

　今年招滿學生的公立學校只有臺大、成大、政大、陽明交大、中央大學、中

山大學、國立體育大學、中正大學、臺北大學；私立學校僅中國醫藥大學、臺

北醫學大學，其餘五十一校都有缺額，包括二十二所國立、二十九所私立，缺

額最多的是中國文化大學，達兩千三百七十八人，其次是淡江大學一千零三十

七人、義守大學一千零七人。考分會執行祕書、成大教務長蔡群立說，若以分

發入學管道統計來看，缺額比率大於百之八十的學校有十二校。

　今年錄取率創新高，但仍有兩百六十九人未被錄取。蔡群立表示，這些考生

填寫的志願數平均為二十九個，其中也有人僅填寫一個志願；沒被錄取的原

因，七成五是分數未達最低錄取標準。

　考分會主委、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臺灣高教從資源端、整體發展到入學人

數，面臨的挑戰將越來越多，建議本質上必須重整，定調發展自我特色；另

外，今年不分地區，公私立學校的教育、師資培育學系，在分發入學管道的缺

額數明顯，考生選填志願也比較後面，值得教育主管機關關注與協助。

沈育如／臺北報導 (202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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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分發入學放榜 文化大學缺額2378全國最多
news.pts.org.tw/article/594871

大學分發入學缺額創新高，文化大學缺額2378名，全國最多，校方表示有預期到衝擊，但
比想像中嚴峻。但又該如何因應，調整招生規模與招生管道占比勢在必行，而教育部也必
須正視私校困境，給更多彈性。

少子化衝擊全面降臨，老牌私校也難逃衝擊。文化大學今年2635個分發名額，占該校總招
生5成2，但招收257名學生，2378個缺額，全國最多，分發缺額率90.2%；淡江大學1037

個缺額，缺額率52.8%；義守大學1007個缺額，缺額率84.4%；靜宜大學缺額617，缺額率
83%。

文化大學教務長方元沂表示，「整體的人數規模調整，這個應該是每一間私校，在現階段
都應我們的想法，是都是會朝這個方向來做一個轉型，呼籲說教育部可以給我們（彈
性），現在所有的私校，這個是替所有私校（生存），我想應該也是發聲。」

明年全國考生將再少2000人，公立大學名額可能再增。文化大學指出，今年開始會提寄存
名額，比例還在研議，整體來看，調整招生規模勢在必行，希望教育部給私校更多彈性。
而面對少子化趨勢，分科測驗報名人數可能再降，台大也表示，就算今年分發入學1574個
名額滿招，內部已討論，調降分發招生占比。

台大註冊組組長李宏森說明，「申請入學的比例，是教育部2年核定一次，我們可能因為繁
星推薦的話，是台大只有占比10.5%，這個略為調整一下要再報部。」

國內生源減少是事實，未來幾年更為嚴峻，成大校長蘇慧貞認為，未來不管私立或公立，
都得調整招生策略。私校工會則認為，私校還是得從基本面去辦好教育，不是把錢都放在
廣告和招生技術面上，捨本逐末。

專題｜全台敬老金大調查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59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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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1分發統計圖（照片/⼤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提供）

111年大學分發放榜 招生缺額數創新高，269人落榜
Campus 王雅芬15:32 2022/08/12

111學年度⼤學分發今(8/12)⽇公佈結果，受到少⼦化的嚴重影響下，今年度

招⽣缺額⼈數⾼達14,493⼈，缺額⼈數創下近年新⾼；總錄取率⼈數共計

25,028，比去年33,869，下降了-26.10%；錄取率⾼達98.94%，相比去年

97.98%，上升了0.96%。

根據⼤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統計資料，今年度僅有11所⼤學無招⽣缺額⼈

數，分別是：台灣⼤學、成功⼤學、政治⼤學、陽明交通⼤學、中央⼤學、

中⼭⼤學、體育⼤學、中正⼤學、台北⼤學、中國醫藥⼤學與台北醫學⼤

學。⾄於未⾜額錄取學校⽅⾯，中國文化⼤學缺額⾼達2378⼈，是所有⼤學

中最⾼紀錄，其次則是淡江⼤學，缺額⼈數亦達到1037⼈。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778


2022/8/15 下午2:55 111年⼤學分發放榜 招⽣缺額數創新⾼，269⼈落榜 - 新消息 - Campus

https://www.chinatimes.com/campus/20220812003331-262301?chdtv 2/5

111無缺額學校列表。（圖/⼤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提供）

今年度有29⼈只填寫⼀個志願序， 269名考⽣落榜，其中填寫志願數之平均

數落在69，對比去年的58，上升了11；填寫100個志願之百分比來到了

28.84%，對比去年的17.28%，上升了11.56%。分析錄取原因⽅⾯，以分數

未達最低錄取標準者為最多，約占75%，其次為檢定或採計科⽬未報考者，

約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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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缺額學群比率統計資料。（圖/⼤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提供）

根據今年度招⽣缺額學群比率顯⽰，其中最⾼缺額數是管理學群，⾼達1935

⼈；⽽學群百分比最⾼學群則是外語學群，⾼達62.47%。備受矚⽬的醫藥衛

⽣學群的缺額也有1030⼈；財經學群共1027⼈，缺額⼈數最少的反⽽是遊憩

運動學群，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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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51校招不滿、文大缺額全國最多 校方籲重視私校困境 |
生活焦點 | 要聞

nownews.com/news/5902515

分發51校招不滿、文大缺額全國最多　校方籲重視私校困境

▲文化大學教務長方元沂今（12）日表示，國立大學招生名額增加，還有117學年度「虎年大限」即將到
來，呼籲政府正視私校招生困境。（圖／記者李琦瑋攝，2022.08.12）

記者李琦瑋／台北報導

2022-08-12 13:59:00

111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今（12）日放榜，總招生名額39,350人，總缺額人數達14,493人，
遠高於去年2732個缺額，並佔總招生名額的36.83%，創下歷史新高；有缺額的大學共51

所，缺額最多的學校為文化大學2,378人。文化大學表示，國立大學招生名額增加，還有
117學年度「虎年大限」即將到來，呼籲政府正視私校招生困境。

考分會指出，今年分科測驗報名數共29,086人，分發入學核定名額為24,915個，其他入學
管道回流名額有14,435個，合計總招生名額為39,350個，但登記人數僅25,297人。

考分會指出，分發後總錄取人數為25,028人（含外加）、招生缺額計有14,493人，相較110

學年度招生缺額2,732人，增加11,761人。考分會執行秘書蔡群立表示，主因是受少子女化
影響，分科測驗報名人數驟降，且是108課綱首屆，新舊考招制度差異大，非應屆學生重考
意願顯著降低，且繁星推薦、申請入學等各管道名額回流等因素所致。

今年僅11所學校沒有缺額，包括台大、成大、政大、陽明交大、中央、中山、國立體育大
學、中正、國立台北大學、中國醫大、台北醫學大學。

https://www.nownews.com/news/5902515
https://media.nownews.com/nn_media/thumbnail/2022/08/1660282160819-940a11e828e340ec9e82445c4cd08810-800x450.jpg?unShow=false&waterMark=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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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缺額的大學共51所，其中公立大學22所，私立大學29所；缺額最多的學校為文化大學
2,378人、其次是淡江大學1,037人、義守大學1,007人；若以缺額比率來說，玄奘、大葉、
明道、真理等校較高，皆逾9成以上名額沒招到學生。

蔡群立說，有12所大學的缺額比率大於80%；公立大學有2校缺額率超過75%、私立大學則
有21校。

考分會進一步分析，若以學群區分，缺額比率最高的是外語學群，達62.47%；其次是管理
學群，達53.09%，這些都是私校最常開設的科系，尤其是餐旅管理、觀光事業學類，缺額
更逾8成。理工校系的招生表現較好，但工程學群缺額率仍有28.89%，資訊學群也達
29.79%。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表示，今年和教育、師資培育有關的學系，無論在哪個地區，志願序
被填得比較後面，缺額狀況明顯，呈現一致性現象，教育機關應針對系統性問題深度檢
討。

文大教務長方元沂說，少子女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降臨，再加上今年考生分科測驗的
報考動機低、公立大學名額增加，導致「粥多僧少」，今年在分發管道放較多名額的私
校，皆受到很大的影響，文大去年就做出名額調整，有預期到會受影響，但沒想到實際數
字更加嚴峻。

他觀察到，部分校系篩選標準沒有因應少子女化調整，仍訂在以往的水平，缺額就會明顯
增加，並推測明年起，多數私校會全面調整篩選標準，志願越後段的學校，招生將更為困
難。

他提到，在人稱「虎年大限」的117學年到來前，私校必須面對缺額及招生問題，呼籲主管
機關正視私校招生困境，針對高教進行大規模盤點與調整、名額調控等。

另外，方元沂強調，文大目前學生數穩定、校務基金穩健，將透過國際招生彌補不足，文
大也會積極調整，規模降載、穩定瘦身，藉此重新盤整教學品質、檢視特色、優化學習環
境等，盼教育部給大學更多彈性、政府在教育經費補助比例上應重新盤整，挹注私校足夠
能量調整轉型，並顧好教職員工生。

蘇慧貞則說，台灣高等教育現況，無論是入學人口、資源端到整體發展，皆面臨越來越多
的挑戰，必須重新整頓，大學應重新整頓發展特色，務實看待發展資源且和社會共同發
展。建議大學要有招生特色，強化學生職涯發展與社會的連結性，清楚定位學校在社會發
展區塊中的角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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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入學考試分科測驗結束，應試同學開⼼地步出考場。（鄧博仁攝）

選系不選校 成大資工首贏台大機械
中國時報 林志成04:10 2022/08/13

111學年⼤考分發指標校系最低錄取級分

今年⼤考分發招⽣放榜，專家分析，考⽣選系採就業導向及「選系不選

校」，成⼤資⼯系、中央化材系分別⾸次贏過台⼤機械系、台⼤地質系；此

外，全部1900個參與招⽣的系組中，有650系（占34％）招⽣率未達5成，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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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有180個系組掛0，相當慘。

升學專家藍天予表⽰，今年分發入學，進醫學系⾃費、公費的⾨檻分別是5科

254級分、251級分，其中進台⼤醫學系（⾃費）要280級分、進台⼤牙醫系

要273級分，⽽私立北醫醫學系（⾃費）幾乎與陽明交⼤醫學系（⾃費）不

分軒輊。

理⼯科系⽅⾯，藍天予說，考⽣的選擇非常就業導向，甚⾄會「選系不選

校」。舉例來說，今年成⼤資⼯系、台⼤機械系的錄取分數分別為238級

分、235級分，成⼤資⼯系⾸度贏過台⼤機械系；中央⼤學化材系、台⼤地

質系錄取分數分別為209級分、208級分，中央⼤學化材系⾸度贏過台⼤地質

系。

今年最可怕的是，在全部1900個系組中，有650個系組（占34％）招⽣率不

到5成，還有180個系組招⽣數掛0。招⽣率不到5成的系組，文化⼤學有65

個、淡江有32個、東海有29個、實踐有33個，老牌私校已經倒成⼀片。

在招⽣數掛0的系組中，不乏公立⼤學，台中教育⼤學英語系原本要招36

⼈，但最後卻1個都沒招到。私立⼤學⽅⾯，文化⼤學法律系企業⾦融法制

組、元智⼤學管理學院學⼠班（英語專班）分別要招33⼈、5⼈，招到學⽣

數也是0。

全國私校⼯會理事⻑尤榮輝表⽰，教育部未做好管控，給公私立學校過多招

⽣名額，導致今年慘狀。不過教育部說，111學年⽇間學⼠班，公私立⼀般

⼤學的招⽣名額為4：6，仍有相當差距，因此不宜同步減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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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遠⾒⼤學排⾏榜》台灣⼤學、中⼭⼤學奪「社會聲望」冠亞軍

《遠⾒雜誌》「台灣最佳⼤學排⾏榜」每年不斷調整指標內容與評分權重，透過最新趨勢找到優質⼤學。國立中⼭
⼤學今年不僅榮列前五強，在社會聲望部分，更是和國立台灣⼤學分別奪下冠亞軍，從去年第五名進步到第⼆名，
表現亮眼。

《遠⾒》指出，「社會聲望」期待⼤專院校科研與專利並重，並參與SDG議題，培育懂活⽤的未來⼈才，反映社會
對⼤學的綜合評價，因此《遠⾒》除客觀指標外，亦採取了主觀的印象分數，以更符合「聲望」的評定特性，內容
包括校⻑互評、學⽣畢業後在社會上的表現、社會議題參與等。

《遠⾒雜誌》表⽰，今年「社會聲望」⾯向，由台⼤、中⼭、清⼤、成⼤、陽明交⼤奪得前五，中⼭從去年第五進
步到今年的第⼆，不少規模⼤於中⼭的頂⼤都瞠乎其後。主要因為中⼭近年陸續爭取到「雙語標竿⼤學」、「半導
體學院」、「國際⾦融學院」及「後醫系」等重⼤國家級⾼教政策⽅案，在SDGs相關論文與專利提出，也⼗分突
出。另外，中⼭對弱勢學⽣的照顧，亦不遺餘⼒，如「學校⾃籌補助學⽣之平均⾦額」⾼居全國第⼀，致使其社會
聲望持續進步。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USR⼤學社會責任，已由「倡議」階段進入「實現」階段，因⽽有許多可檢驗的指標出爐，包
括「SDGs相關論文數」「SDGs相關專利數」皆納入了《遠⾒》排⾏榜的評鑑指標。 

社會聲望30強。圖片來源：《遠⾒雜誌》

https://news.nsysu.edu.tw/static/file/120/1120/pictures/661/part_286789_4368620_9105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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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國際化程度⾯向中⼭亦名列第四，⼀⼝氣比去年進步3名。政府⼒推的「雙語國家」政策，強調「學⽣在國
內也能有效提升英語能⼒」，學校能否在校內就營造良好的「說英語環境」成為重點。

《遠⾒雜誌》強調，⼤學能否發揮「作育英才」之效，可從評量老師的三⼤指標：「教學」「研究（產學）」「服
務」來看。然⽽，⼀個完整的⼤學⽣養成，除了希望他能成為解決企業與社會問題的未來⼈才，擁有專業技術、⼈
際關係、解題技巧、⼼理素養等本質學能外，更重要的，學校還得能引領學⽣看⾒環境保育、國際關係、財務⾦
融、⽣產製造等因時⽽變的未來世界觀。如去年該排⾏新增「永續表現」「雙語教學」等相關指標，呼應全球淨零
碳排法規實施，以及台灣雙語教育推動等。

資料來源：遠⾒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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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李侑珊

文⼤招⽣缺額2378名全國最多　校⽅籲
政府重視私校招⽣困境

111學年度⼤學分發入學於今(12)⽇公告分發結果，受少⼦化影響，今年度

錄取率為98.94％創新⾼，但全國僅11校沒有缺額，其中以公立頂⼤與醫學

院校為主，其他學校幾乎都有缺額，當中⼜以文化⼤學缺額⼈數為2378名

最多，文化⼤學教務⻑⽅元沂表⽰，國立⼤學招⽣名額增加，還有117學年

度「虎年⼤限」即將到來，主管機關必須正視私校招⽣困境。

根據⼤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統計，今年度在各分發後招⽣缺額計有1萬

4493 ⼈，沒有出現招⽣缺額的學校共有11校，包含：台灣⼤學、成功⼤

學、政治⼤學、陽明交通⼤學、中央⼤學、中⼭⼤學、體育⼤學、中正⼤

學、台北⼤學、中國醫藥⼤學與台北醫學⼤學。

⾄於未⾜額錄取學校⽅⾯，最受矚⽬的是老牌私校文化⼤學，缺額2378最

多，另外像是淡江⼤學也有1037名缺額，義守⼤學缺額則有1007名。

https://images.chinatimes.com/newsphoto/2022-08-12/1024/2022081200178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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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沂說，今年分發放榜對私校來說，承受的是前所未⾒的巨⼤壓⼒。報

名分發入學考⽣才2.9萬多⼈，比去年狂減1.1萬。到分科測驗填志願時，

考⽣只剩2.5萬⼈左右，⽽全國⼀般⼤學提供的總名額快4萬⼈，其中公立

⼤學名額就超過1.6萬⼈左右，並且還持續增加。依考⽣「先公後私」的選

校慣性，所有私校能爭取到的考⽣最多1萬出頭。

沒有瘦⾝直接撞上少⼦化冰⼭，⽅元沂指出，少⼦化衝擊以迅雷不及掩⽿

的速度全⾯降臨，災情比想像更慘烈，多數私校分發入學的缺額勢必倍數

激增，且考⽣對分科測驗的報考動機比想像中低更多，加上公立⼤學名額

增加，導致「粥多僧少」到令⼈措⼿不及。

⽅元沂反問，明年考⽣將會再少2000多⼈，假設考招制度依然維持，已然

慘淡的私立⼤學該⽤什麼策略接招？

⽅元沂進⼀步提到，在⼈稱「虎年⼤限」的117學年到來之前，這是所有私

校都要承接的超級難題。「名額寄存」固然能換來喘⼝氣，但仍受限於招

⽣管道名額比例的限制，效果有限，也不是⼤學永續發展的解決⽅案。對

於私立⼤學，主管機關必須正視它的功能、⾓⾊，及⽬前⾯臨的困境。

成⼤校⻑蘇慧貞則說，少⼦化對⼤學入學⼈數的衝擊，未來幾年勢必更加

嚴峻，各校在因應這道難題上，在招⽣等策略都必須重新調整，未來不管

是私立⼤學還是公立⼤學，招⽣與辦學不僅得更加強化系所特⾊，⼤學教

育養成之後，學校如何引領學⽣與職涯、社會連結，都是各校勢必得努⼒

強化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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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效應材料系也很夯 成大資工分數超

過台大機械

2022-08-12 16:09  聯合報／  記者許維寧／台北即時報導

111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管道於今天放榜。部分學

校招不滿學生，但頂尖大學熱門科系仍競爭激烈，

補教業者分析，半導體等科技產業前景看好，今年

成大資工系分數首度超過台大機械系；同樣被視為

得勝者文教考試策略中 心輔導專家藍天予指出 ，受到半導體產業影響， 電資

相 關科系近年 分數持續上升，材料系則被視為「準台積電」前哨戰和電資科

系同樣熱門。路透社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Q2Nzk=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A7%91%E7%B3%BB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D%8A%E5%B0%8E%E9%AB%94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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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前哨戰的中央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分數

也過超台大地質系。

大學分發入學放榜，得勝者文教考試策略中心輔導

專家藍天予指出 ，頂尖大學學系今年依舊競爭激

烈，台大醫學系自費生今年分數仍居冠，採計五科

總級分數280分，台大牙醫系居後273分。

今年分發入學亦開放參採學測成績，藍天予表示，

今年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馬偕醫學院醫學系均採

計學測數學A，尤其北醫採計數A，加上今年學測數

A特別難、錄取到分數高的學生，也讓北醫往上竄

升總級分和台大牙醫系273級分同分，更和陽明交

大醫學系捉對廝殺。

第二類組志願方面仍以台大電機工程學系為首，採

計三科總級分217分；台大資工系同樣採計三科，

總級分286.5分。值得留意的是，藍天予說，今年成

大資工系招61人分數238級分，首度過超招51人、2

35級分 的 台 大機械系；中央化材今年 分數209級

分，亦超過台大地質系208級分。

藍天予談到，受到半導體產業影響，電資相關科系

近年分數持續上升，材料系則被視為「準台積電」

前哨戰和電資科系同樣熱門，若學生就讀材料科

系，四年畢業後再靠研究所把學歷和能力補齊，一

樣能進入半導體領域發展。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7%A9%8D%E9%9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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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材料相 關科系受半導體產業影響，近年依舊炙手可

熱。記者許維寧／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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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工潮鬆動科系界線　台積買單大學不分系「職場新物種」
cw.com.tw/article/5122384

高等教育掀起不分系熱潮，但少了特定科系名稱加持，這群「新物種」後續升學與就業順
利嗎？

成大邀請在校生與畢業生交流專題製作、升學與就業經驗，澄清大眾常有的刻板印象與迷
思。左起在校生鐘民鈞、畢業生楊雅筑、在校生凃宜伶、畢業生曾立帆。圖片來源：謝佩
穎攝
在重視學歷的台灣，學校與科系名稱往往是畢業生就業與升學的利器，是業主與教授面試
新人時的重要參考指標。但不分系的畢業生正在顛覆大眾的刻板印象。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所設立的網站「ColleGO！」顯示，目前全台共有18個一般不分
系。

自成功大學率先開放大一到大四不分系後，陽明交大與中山等校陸續加入，今年更一口氣
迎來中正、東華、台東3所大學。

成大作為最早開辦大一到大四不分系的學校，如今已累積四屆共計百餘位畢業生。

觀察不分系畢業生的出路，前不分系學程主任王育民指出，六成多仍是選擇繼續升學，與
成大整體概況差不多；剩下約三成就業，畢業生並未集中特定領域，應徵的職位多和在學
時製作的專題相關。

實力取代科系，台積也買單

因為現今畢業生在求職時，科系不再是專業的保證。「以前劃分科系切得很細，現在界線
慢慢被打開。」104資訊科技社會企業處副總經理王榮春分析，有愈來愈多企業徵才時，會
在科系限制欄位開放更多學群與科系，選擇「不限」的企業也逐漸增加。

今年才自不分系畢業，目前正在台積實習的涂祐瑄指出，台積的主管一開始對不分系的確
有很多疑問。但經過說明後多半覺得有趣，認可學生選課能有這麼大的自由度是很棒的學
制。她也發現，台積電徵才多半只注重碩士學位和軟實力，相較下不會太在意學生的科系
出身。

不只台積，王榮春觀察，少子化影響下，大學畢業生逐年減少，為收到足夠多的人才，企
業選擇放寬科系限制，先把人招進來後進行教育訓練，學生原先念什麼科系不再是唯一考
量。

當實力取代科系成為更重要的指標，學生能否以解決問題為目標，提出跨領域的解方
與成果，成為企業選才的關鍵。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2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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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104人力銀行的統計，學生若能多跨足數學電算、工程和語文人文任一領域，第一份工
作的平均薪水，會比只有單一領域的畢業生多5千到1萬元不等。

獨立作戰力，成企業搶手人才

去年自成大不分系畢業，目前在美商負責數據分析工作的楊雅筑表示，她求職時多選擇採
購類工作。面試時，多數企業一開始都對不分系有好奇與疑問，經過解釋多能快速理解學
制。

楊雅筑所任職的美商，徵才條件原本設下碩士畢業的學歷限制，她卻被破格錄取，她分析
可能原因有三個，一是企業認為，不分系因為科系背景不明顯，沒有包袱，有機會學得更
快；二是她有豐富的商業競賽經驗，有機會展現自己的實作能力；三則是因為在校時製作
專題所展現的能力。

楊雅筑的專題主要研究校內印尼生的就讀動機與修業狀況。從訪談、設計問卷，到最後跑
統計分析結果，都是她一手包辦，獨立完成，最後更以全英文報告呈現，讓人見識她的外
語能力。

專題指導老師、不分系助理教授邱士峰觀察，楊雅筑在做專題的過程中，表現出快速掌握
重點與擬定計畫的能力，在面試時不只展現專業，還證明自己有辦法主導計劃，因而受企
業青睞。

「人資還問我，之後可不可以多要一些我們不分系的學生，」他笑著說，楊雅筑工作企業
的人資詢問不分系與楊雅筑的狀況時，還特別提到對不分系學生的表現十分驚艷。

不分系開設的課程多為跨領域主題，圖為「疾病敘事與紀錄劇場的論述與實作」，該門課
期待來自不同領域的學生能從各面向認識罕病家庭的狀況。（謝佩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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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整合力，在校就被挑戰

但學生念不分系，不代表就能自動成為有競爭力的人才。成大如何設計學程制度，幫助學
生成為企業與研究所想要的搶手貨？

王育民說，專題製作是一大關鍵。學生透過「跨領域問題導向專題」共計四門的系列必修
課，從發現問題一路到解決問題，學習自主組建跨領域課程和尋求資源等，無形中培養自
主解決問題與跨領域整合的能力，這些能力，正是未來學生面對變動時局與挑戰的利器。

王育民最常聽到學生的抱怨，是不知道評分教師的標準為何。但他認為成績並非重點，而
是過程中說服對方相信自己的專題有發展價值。

「台灣的教育環境太溫室了，」王育民直指，學生在學校「被電」、被質疑，提早接
受挑戰與壓力，才能及早適應社會。

邱士峰補充，專題的核心評分項目共有五項，分別是邏輯性、敘事力、重要性、獨特性和
恆毅力。以敘事力為例，就是希望學生能夠從理解、架構化到轉述，清晰且有條理地向聽
眾說明。

專題製作訓練學生的邏輯性、敘事力、重要性、獨特性和恆毅力，成為學生面對變動時局
的利器。（謝佩穎攝）

不分系物種進職場實驗，顛覆刻板印象

「老實說，現在仍有校內老師和業界的人問我不分系在幹嘛，」他說，不分系在台灣仍屬
實驗性質，他可以理解業界對不分系感到陌生，一定會有部分企業看到應徵者來自不分系
就刷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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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更多有敘事力的系友進入職場，說服業主從專題中看見他們的實力，一定會有愈來
愈多企業願意改變想法，進一步扭轉大眾認定特定科系才有專業的刻板印象。

在這樣的訓練下，畢業生即使選擇繼續升學也有清晰的方向。

整體來說，不分系學生更能確立志向後選定特定專業攻讀，且念跨領域碩士班的比例
也較高。

去年畢業，考入中國醫藥大學產學博士班的陳子涵表示，面試時教授對不分系同樣有很大
好奇心，詢問不分系的細節外，也問她最大的夢想與做過最驕傲的事情為何。

對此，陳子涵同樣拿出她的專題成果，說明自身對高齡照護議題的了解與熱情。她提到，
不分系的教育模式除了幫助她確立未來發展方向，約12次的專題月報告，也讓原本不擅表
達的她，磨練出流暢的報告能力。

「我大學做過最好的決定就是念不分系，」她說。

當科系界線與影響力逐漸淡化，畢業生就讀什麼科系已漸漸不再是關鍵。這群新物種的故
事證明，清晰志向與軟實力才是求職與升學的決勝點。

（責任編輯：宋玟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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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戰火風雲！企業加薪10~20%留才搶才已是必然

本文共1237字

人才 半導體產業 人力銀行

2022/08/15 12:01:53

經濟日報 記者葉卉軒／台北即時報導

全球半導體搶才，104人力銀行今（15）日發布《2022年半導體人才白皮書》，104獵才招聘事業群資深副總

經理晉麗明分析企業徵才現況指出，人才即戰力炙手可熱，國際外商搶才的銀彈攻勢凌厲已讓中小企業無力抗

衡，疫情WFH改變人才競爭樣態，加薪10~20%留才搶才已是必然。

晉麗明指出，半導體產業從IC設計、晶圓製造到封測以及相關的原物料及設備商，大舉擴充產能，人才短缺問

題成為企業營運的「重中之重」。聯發科（2454）（2454）、台積電（2330）（2330）、聯電（2303）

（2303）、日月光（3711）（3711）的人才招募需求，都是千人、甚至萬人起跳，委由獵才公司延攬即戰力

中高階管理及技術人才的案件，更是屢創新高。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外商搶才，銀彈攻勢凌厲。晉麗明指出，亞馬遜、高通、英特爾等29家外商企業在台灣

成立研發中心，所有廠商爭搶的都是同一批人，尤其外商挾著銀彈優勢，中小企業無力抗衡。

國立大學理工研究所畢業生年薪已達200萬台幣，三年以上資歷工程師年薪超過300萬元，而中高階主管更是

500 萬元起跳，人才市場競爭劇烈，本土廠商除了人才增補的壓力，還要積極回防固樁留才。昔日低固定薪加

上獎金的制度，已被外商高薪挖角打破，所有半導體廠商紛紛祭出調薪10~20%的措施，徵才作業更是招數盡

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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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推薦獎金、提前報到補貼、遠距上班、彈性工時、在家工作，所有能夠吸引人才的方案悉數到，為了確保

人才無虞，更是從國、高中就開始綁定學校、老師及學生。

此外，晉麗明還提到，疫情改寫了人才競爭的樣態，遠距工作成為趨勢，美國及鄰近的亞洲國家更是覬覦優

質、勤奮的台灣人才，紛紛祭出重金網羅半導體專業人才，人才爭奪戰已在市場上貼身博鬥，優秀人才滿手

offer、待價而沽，而台灣少子化及理工科系學生銳減的窘境， 導致「人才稀缺」情況雪上加霜。

晉麗明表示，AI、5G、電動車、元宇宙等新興科技的強勁發展下，半導體產業榮景可期，台灣居全球產業的關

鍵地位，為減降人才不足的壓力，聯發科已與台大、陽明交大、清大、成大、中興、台科大等校合作導入「IC

設計學程」，許多企業開始培訓文法商科的學生擔任工程師，鼓勵學生在校即建立第二專業，與產業的需求接

軌。成功大學在產業南遷、半導體晶圓製造、封測及相關廠商群聚大南方的契機下，與地方政府、在地企業、

科技大學及104人力銀行形成合作聯盟，共同打造人才搖籃，產官學界協力在部分大學成立半導體學院，積極

投入人才培育工作。

此外，晉麗明也提醒，因人才養成速度，遠不及廠商的發展需求，近兩年，半導體業的獵才大戰，已在人才市

場掀起滔天巨浪，除了本業的競爭，強大的人才磁吸效應，也連帶影響了科技產業、甚至金融業與傳統產業的

人才供給。

晉麗明表示，半導體戰火風雲，台灣力拼世界產業龍頭的前提是足夠的人才質量。台灣政府與企業應把握半導

體的光輝時代，快速擴大人才來源，除了緊守人才版圖、深化人才培育，也要致力國際人才法規的鬆綁，掌握

遠距工作的趨勢，廣邀世界好手，解決半導體產業人才不足的窘境，也厚實台灣護國神山的堅固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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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miss their recruitment targets by
36.83%

Twenty-two public and 29 private universities missed their recruitment target by
14,000 students, despite reporting a record acceptance rate of 98.94 percent, the
University Admission Committee said on Friday, underscoring the severity of
student shortfalls due to declining birthrates.

The committee, in a report on acceptance rates nationwide, said that 25,297
prospective students took entrance exams this year, 9,272 fewer than last year, as
universities sought to recruit 39,350 students, but missed their target by 36.83
percent.

In terms of student majors, foreign-language departments made up more than 62
percent of the departments that were unable to meet their recruitment targets, the
committee said.

A student gestures after finishing the by-subject exams at the Affiliated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n Taipei on
July 12.

Photo: Liao Chen-huei, Taipei Times

Committee executive secretary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ffairs director Tsai Chun-li (蔡群立) said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taking the new exams had decreased sharply due to declining birthrates.

This year was the first time by-subject exams were administered in lieu of the
previous advanced subjects tests. The by-subject test only considers the scores —
up to a maximum of 60 points in each subject — in category A mathematics,
history, geography, civics, physics, chemistry and biology.

The by-subject test is another option for students seeking to enter a university, with
the other option being the 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which considers
examinees’ scores on four out of five subjects, including general Mandarin; wri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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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rin; English; category A or B mathematics, or both;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science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students throw their graduate caps skyward
at a graduation ceremony in Taipei’s Shilin District on June 11.

Photo: CNA

The committee said that private universities with established reputations have also
been affected by declining enrollment, with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reporting
that it only recruited 257 students, despite having 2,635 available slots.

The Union of Private School Educators and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eachers
Unions (NFTU) urge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reconsider its policies related to
student recruitment.

Union of Private School Educators president Yu Jung-hui (尤榮輝) said that
although universities shoulder part of the blame for under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the nation’s declining birthrate, leading to the large discrepancy between actual and
expected student numbers, the ministry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failing to manage
recruitment numbers.

Yu said the ministry should lower the number of students public universities with a
low acceptance rate should be allowed to recruit.

With even fewer students expected to enroll in universities in the coming years, the
ministry should expedite its plans to close underperforming private schools, NFTU
president Hou Chun-liang (侯俊良) said.

Hou said the ministry should work with the public and academics to formulate
practical policies regarding the future of Taiwan’s higher-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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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培訓 建立社區⾃救能⼒
2022-08-13

市府與慈濟、成⼤研究發展基⾦會合作辦課程 災害潛勢區公所皆派員參與

市⻑黃偉哲到場期勉受訓的防災⼠，肯定互助防災。（記者張淑娟攝）

記者張淑娟⁄仁德報導

台南市政府與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會、成⼤研究發展基⾦會合作，⼗三⽇舉辦防災⼠培訓課程，南市災害潛勢

區的公所皆派員參與，以期建立地⽅⾯對災害⾃救互助能⼒。

此次培訓的防災⼠，含社區⾥⻑、韌性社區、⽔災⾃主防災社區、養護中⼼、企業團體和⼀般志⼯、慈濟志⼯、

公部⾨等，也有來⾃雲嘉南其他地區的防災⼯作者⼀同參與，互相交流防災經驗。

市⻑黃偉哲到場頒獎狀表揚優秀防災⼠，為受獎⼈戴上象徵防災⼯作精神救災帽。期望透過防災⼠的培訓，逐步

建立起社區⾯對災害⾃主應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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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黃偉哲到場期勉受訓的防災⼠，肯定互助防災。（記者張淑娟攝）

尤其，災害種類相當多元，除地震、⽔災外，還有火災等⼈為災害，期勉在場培訓的防災⼠學員秉持為市⺠「再

多想⼀分、再多做⼀點」的防災整備觀念，讓市⺠有個更安全舒適⽣活環境。

此外，黃偉哲也感謝慈濟基⾦會在台灣各地、甚⾄在全球救災⼯作的貢獻，同時防疫、篩檢以及疫苗施打上也貢

獻良多。他提醒八⽉底可能再⾯對新⼀波疫情⾼峰，希望⺠眾持續警戒，落實防疫。

消防局⻑李明峯亦指出，建置防災⼠培訓、複訓機制及協助培訓種⼦教師，讓防災⼠深入村(⾥)社區，深化防救

災能量，提升救災資源有效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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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培訓防災⼠ 黃偉哲：建立有⾃主應
變能⼒的韌性社區

台南市政府推動防災⼠培訓課程，建立有⾃主應變能⼒的韌性社
區。（記者吳俊鋒攝）

2022/08/13 13:36

〔記者吳俊鋒／台南報導〕為讓地⽅⾯對災害時可以迅速⾃

救、互助，台南市政府推動防災⼠培訓課程，市⻑黃偉哲今天

開訓時表⽰，氣候變遷，全球遭遇更劇烈的天災風險，希望透

過訓課程，逐步建立有⾃主應變能⼒的韌性社區，⺠眾攜⼿守

護家園。

培訓課程由市政府與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會、成⼤研究發展

基⾦會等合作，今起在仁德靜思堂展開，為期2天，200⼈參
加。

黃偉哲今天到場勉勵參訓⼈員，並頒獎狀表揚優秀防災⼠、親

⾃為受獎⼈戴上象徵防災⼯作精神的救災帽。

黃偉哲指出，災害的類型多元，唯有透過平時不斷將防災意識

深入地⽅，才能有效降低可能造成的損失；以台南市的住宅火

警為例，消防局的努⼒推廣，提升⺠眾住宅火警警報器安裝的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8/13/4024210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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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中低收入⼾更幾乎達到百分之百的安裝率，成功守護⺠

眾的⽣命財產安全。

黃偉哲也以2016年台南⼤地震帶來的傷亡為例，再度強調防
災意識培訓⼯作刻不容緩，希望參訓防災⼠都能將學習到的防

災知識帶回地⽅，建立起⾃主防災、互助的韌性社區。

黃偉哲還感謝慈濟基⾦會在台灣各地，甚⾄在全球救災⼯作的

貢獻與努⼒，尤其COVID-19的打疫苗與篩檢等⼯作上也貢獻
良多。

黃偉哲呼籲，COVID-19的防疫，是⽬前要持續⾯對的重要⼯
作，尤其8⽉底可能再⾯對新⼀波疫情⾼峰，也希望各位⺠眾
持續警戒，落實防疫。

參訓⼈員包含慈濟防災志⼯、南市災害潛勢區域的區公所⼈

員，以及來⾃雲嘉南等其他地區的防災⼯作者，互相交流防災

經驗。

消防局指出，防災⼠的概念取⾃⽇本防災⼠與防災介助⼠，培

訓後的防災⼠能夠深入村⾥社區，建立起社區⾯對災害的應變

與減災能⼒，也能在⼤規模災害發⽣時，更有效運⽤救災資

源，並讓公部⾨的搶救能量運⽤在最需要協助的⺠眾⾝上。

台南市政府推動防災⼠培訓課程，建立有⾃主應變能⼒的韌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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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記者吳俊鋒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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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嘉祥／台南報導】 2022/08/15

南市府與慈濟慈善基金會合作培訓防
災士 提升社區自主防災量能

▲圖：南市府與慈濟慈善基金會合作培訓防災士，提升社區自主
防災量能，市長黃偉哲到場勉勵所參訓人員。（記者李嘉祥攝）

為了推動社區⺠眾參與⾃主防災⼯作，臺南市政府與佛教慈濟慈

善事業基⾦會、財團法⼈成⼤研究發展基⾦會合作舉辦防災⼠培

訓課程，讓防災意識透過深入社區鄰⾥，建立起地⽅⾯對災害⾃

救互助能⼒。南市⻑黃偉哲13⽇也特別到場勉勵所有參訓⼈員，

並頒獎狀表揚優秀防災⼠、為受獎⼈戴上象徵防災⼯作精神的救

災帽。

慈濟慈善事業基⾦會副執⾏⻑張濟舵、臺南分會召集⼈張文郎、

成⼤防災研究中⼼副主任李⼼平、消防局主任秘書李政昌、環保

局副局⻑侯俊彥、災防辦執⾏秘書王雅⽲及慈濟防災志⼯、南市

災害潛勢區域的區公所以及來⾃雲嘉南其他地區的防災⼯作者等

近200⼈參與，互相交流防災經驗；黃偉哲感謝慈濟基⾦會在台灣
各地、甚⾄在全球救災⼯作的貢獻與努⼒，同時在COVID-19的防

疫、篩檢以及疫苗施打⼯作上也貢獻良多，也提醒防疫也是⽬前

要持續的重要⼯作，尤其8⽉底可能再⾯對新⼀波疫情⾼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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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持續警戒，落實防疫

黃偉哲表⽰，氣候變遷下全球各地都⾯臨更劇烈的天災風險，災

害的類型相當多元，包括地震、⽔災等⾃然災害，還有包括火災

等⼈為災害，透過平時不斷將防災意識深入地⽅，能有效降低各

類型災害發⽣時造成的損失，例如透過消防團隊努⼒推廣，提升

⺠眾對住宅火警警報器安裝的重視，低收入⼾、中低收入⼾住宅

達到幾乎百分之百的安裝率，成功守護多起火警中⺠眾⽣命安

全。

黃偉哲說，臺南⺠眾經常要⾯對⼤雨季節的⽔災，2016年台南⼤

地震帶來的傷亡也記憶猶新，防災意識培訓⼯作刻不容緩，期望

透過防災⼠的培訓課程，逐步建立社區⾯對災害⾃主應變的能

⼒，也希望參訓的防災⼠都能將學習到的防災知識帶回地⽅，建

立起⾃主防災、互助的韌性社區。

南市消防局⻑李明峰強調，為因應⼤規模災害，需建立區災害韌

性發展架構，並在減災⽅⾯研擬對策，以深耕計畫的⼯作項⽬為

⼯具，利⽤災害想定進⾏脆弱度評估並配合兵棋推演，盤點地⽅

防災能量及整合基層防救災組織和資源，加強橫向連結，找出防

救災資源的缺⼝，研擬相應對策；防災⼠的概念取⾃⽇本防災⼠

與防災介助⼠，培訓後的防災⼠能夠深入村⾥社區，建立起社區

⾯對災害的應變與減災能⼒，也能在⼤規模災害發⽣時，更有效

運⽤救災資源，並讓公部⾨的搶救能量運⽤在最需要協助的⺠眾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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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府與慈濟慈善基⾦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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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動社區⺠眾參與⾃主防災⼯作，台南市政府與佛教慈濟慈善

事業基⾦會、財團法⼈成⼤研究發展基⾦會合作，舉辦防災⼠培訓

課程，要讓防災意識透過深⼊社區鄰⾥，建⽴起地⽅⾯對災害⾃救

互助能⼒。台南市⻑黃偉哲今(13)⽇上午也特別前往現場，勉勵所

有參訓⼈員，並頒獎狀表揚優秀防災⼠、親⾃為受獎⼈戴上象徵防

災⼯作精神的救災帽。

黃偉哲表⽰，在氣候變遷下，全球各地都⾯臨更劇烈的天災⾵險，

期望透過防災⼠的培訓課程，逐步建⽴起社區⾯對災害⾃主應變的

能⼒，提升社區韌性，並獲得守護家園的能⼒。

黃偉哲進⼀步指出，災害的類型相當多元，包括地震、⽔災等⾃然

災害，還有包括⽕災等⼈為災害，透過平時不斷將防災意識深⼊地

⽅，能有效降低各類型災害發⽣時造成的損失。以台南市的住宅⽕

警為例，透過消防同仁的努⼒推廣，提升⺠眾住宅⽕警警報器安裝

的重視，更在低收⼊⼾、中低收⼊⼾住宅達到幾乎百分之百的安裝

率，成功守護了多起⽕警中⺠眾的⽣命財產安全。

https://taipeipost.org/
https://taipeipost.org/world/
https://taipeipost.org/71214/
https://taipeipost.org/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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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哲也說，對於台南⺠眾而⾔，除了經常要⾯對⼤⾬季節的⽔

災，2016年台南⼤地震帶來的傷亡也記憶猶新，黃偉哲再度強調，

防災意識培訓⼯作刻不容緩，也希望所有來參訓的防災⼠都能將學

習到的防災知識帶回地⽅，建⽴起⾃主防災、互助的韌性社區。

黃偉哲特別感謝慈濟基⾦會在台灣各地、甚⾄在全球救災⼯作的貢

獻與努⼒，同時在COVID-19的防疫、篩檢以及疫苗施打⼯作上也

貢獻良多。黃偉哲再次提醒，COVID-19的防疫也是⽬前要持續⾯

對的重要⼯作，尤其⼋⽉底可能再⾯對新⼀波疫情⾼峰，也希望各

位⺠眾持續警戒，落實防疫。

本次課程參訓⼈員共計有200名，其中包括慈濟防災志⼯、台南市災

害潛勢區域的區公所⼈員，也有來⾃雲嘉南其他地區的防災⼯作者

⼀同參與，互相交流防災經驗。

消防局指出，防災⼠的概念取⾃⽇本防災⼠與防災介助⼠，培訓後

的防災⼠能夠深⼊村⾥社區，建⽴起社區⾯對災害的應變與減災能

⼒，也能在⼤規模災害發⽣時，更有效運⽤救災資源，並讓公部⾨

的搶救能量運⽤在最需要協助的⺠眾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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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台南市府與慈濟培訓防災士 提升社區

自主防災量能

2022-08-13 13:40  聯合報／  記者周宗禎／台南即時報導

台市府與慈濟培訓防災士，提升社區自主防災量能 。記者周宗禎／攝影

影／台南市府與慈濟培訓防災⼠ 提升社區⾃主防災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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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政府與佛教慈濟慈善基金會、成大研發基金

會今天舉辦防災士培訓課程，要讓防災意識透過深

入社區鄰里，建立地方面對災害自救互助能力。市

長黃偉哲到場勉勵參訓人員，並頒獎狀表揚優秀防

災士、為受獎人戴上象徵防災工作精神的救災帽。

這次課程有200人參訓，包括慈濟防災志工、台南

市災害潛勢區域區公所人員，也有雲嘉南其他地區

防災工作者交流防災經驗。

受訓71歲木工郭永福說，學會CPR、包紮急救與相

關防災知識，有備無患，更可以助人。慈濟學員陳

惠評表示，期待自己跟家人建立防災觀念，並宣傳

給更多的人，遇到災難時更能有基本的防護能力。

消防局減災規劃股長陳銘城指出，，台南已培訓防

災士569人，8月將增加100人、10月200人。慈濟

表示，台南已培訓100名防災士。

防災士概念取自日本，培訓後能深入村里社區，建

立社區面對災害的應變與減災能力，也能在大規模

災害發生時，更有效運用救災資源，並讓公部門的

搶救能量運用在最需要協助的民眾身上。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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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哲表示，氣候變遷全球各地都面臨更劇烈天災

風險，期望培訓課程逐步建立社區自主應變能力，

提升社區韌性與守護家園的能力。

黃偉哲指出，平時不斷將防災意識深入地方，能有

效降低各類災害造成的損失。以台南市住宅火警為

例，消防努力推廣，提升住宅火警警報器安裝意

識，低收入、中低收入住宅達到幾乎百分之百安裝

率，守護多起火警中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黃偉哲說，台南民眾常要面對水災，2016年台南大

地震傷亡也記憶猶新 ，防災意識培訓工作刻不容

緩，也希望參訓防災士都能將學習到的防災知識帶

回地方，建立起自主防災、互助的韌性社區。

黃偉哲感謝慈濟基金會在台灣各地、甚至在全球救

災工作的貢獻與努力，同時在防疫、篩檢及疫苗施

打貢獻良多。防疫也是目前要持續面對重要工作，

尤其八月底可能再面對新一波疫情高峰，也希望各

位民眾持續警戒，落實防疫。

他說，防疫一直非常戒慎恐懼，雖然台南在六都裡

面，確診率跟確診數都算低，但因面臨下一波的疫

情，大家兩三年來都已經有些防疫疲勞，但是魔鬼

都在細節裡面，疫情發展就是要大家放鬆的時候，

民眾防疫疲乏，但是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要打起精

神，把防疫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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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市府與慈濟培訓防災士，提升社區自主防災量能 。記者周

宗禎／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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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11年⾸推防災⼠複訓及攜⼿慈濟慈善基⾦會臺南分
會合作培訓防災⼠，提升社區⾃主防災量能

【勁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臺南市政府為推動社區⺠眾參與⾃主防災⼯作及⺠眾⾃

勁報 2022/08/13 18:10(1天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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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互助的觀念，秉持著市府與⺠眾⼀起站在第1線的作法，落實⾃⼰的家園⾃⼰救、⾃

⼰的社區⾃⼰守護的的理念，特於8⽉13、14⽇及10⽉29、30⽇分2梯次於慈濟慈善

基⾦會臺南分會，由臺南市政府與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會、財團法⼈成⼤研究發展

基⾦會攜⼿合作辦理，並全國⾸推防災⼠複訓及培訓共同辦理，並於開訓當⽇頒發感

謝狀表揚慈濟慈善基⾦會的無私付出及表揚蹟優防災⼠。今天蒞臨培訓開幕的貴賓慈

濟慈善事業基⾦會張副執⾏⻑濟舵、臺南分會張召集⼈文郎、成⼤防災研究中⼼李副

主任⼼平、消防局李主任秘書政昌、環保局侯副局⻑俊彥、災防辦王執⾏秘書雅⽲

等。

黃偉哲市⻑親⾃開訓勉勵參訓⼈員，⾸先感謝慈濟基⾦會提供這麼好的場地，另外在

師資及膳食也⼤⼒協助，就像在此次新冠疫情的肆虐下，上⼈也發揮慈濟⼤愛精神，

充分體現「公私協⼒」的表率。這次參訓⼈員除慈濟防災志⼯、臺南市災害潛勢區域

的區公所⼈員，更包含⼀般⺠間團體(如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巡守隊、環保志⼯、防疫

志⼯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志⼯等)的志⼯朋友共計培訓200名，市⻑除了表達歡迎肯定

之意外，也提醒在極端氣候變遷下（最近歐洲熱浪引發野火，逾千⼈罹難、上萬⼈撤

離家園；澳洲雪梨暴雨成災，50,000⼈被迫疏散）災害的規模與造成⼈命的傷亡，已

超出我們原有的認知，期望透過這次課程的安排，各位防災⼠能回到你們的社區、機

構，運⽤所學知識，深化對地⽅、組織的關注與凝聚⼒，讓社區變得有溫度，逐步提

升韌性耐災能⼒，⾃主培⼒守護家園、社區。最後黃市⻑也期勉在場培訓的防災⼠學

員及⼯作⼈員繼續秉持為市⺠「再多想⼀分、再多做⼀點」的防災整備觀念，透過這

次難得的機會，讓雲嘉南有志參與防災⼯作者可共聚⼀堂，未來⼤家打破區域間隔，

互相交流期⾒未來防災⼯作能夠做得更好，讓市⺠有個更安全舒適⽣活環境。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李明峯亦指出，為能夠因應⼤規模災害，必須建地區災害韌性發

展的架構並在減災⽅⾯研擬對策，以深耕計畫的⼯作項⽬為⼯具，利⽤災害想定進⾏

脆弱度評估並配合兵棋推演，盤點地⽅防災能量及整合基層防救災組織和資源，加強

橫向連結，找出防救災資源的缺⼝，研擬相應對策。再加上推動韌性社區，並擷取⽇

本防災⼠與防災介助⼠的特點，以能協助社區防災⼯作的推動。建置防災⼠培訓、複

訓機制及協助培訓種⼦教師及防災⼠，透過防災⼠深入村(⾥)社區以深化防救災能量，

強化全⺠防災意識，藉此強化各地區對災害的韌性，進⽽達到減災的⽬的，讓救災資

源有效運⽤，公部⾨的搶救能量能有效運⽤在最需要協助的⺠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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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獲亞太宜居永續城市獎
2022-08-12

南市環保局指出，⼆０⼆⼆年⾸屆「亞太暨台灣永續⾏動獎」，南市獲亞太宜居永續城市獎
Outstanding City共三個獎項。（環保局提供）

另摘1⾦1銀 成⼤2⾦1銀 台糖雙⾦

記者陳銀全、施春瑛、⁄綜合報導

⼆０⼆⼆年⾸屆「亞太暨台灣永續⾏動獎」，南市獲亞太宜居永續城市獎Outstanding City等三個獎項，成功

⼤學三個團隊則榮獲兩⾦⼀銀的佳績，台糖公司，以「⽔陸光電⼤進擊」及「台糖智慧綠能循環住宅」兩項計畫

摘下雙⾦獎座。

台糖獲TSAA台灣永續⾏動獎雙⾦獎座。（台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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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標聯盟（Ａ．ＳＤＧＳ）、財團法⼈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會（ＴＡＩＳＥ），為讓國際了解台灣及

亞太地區推動永續發展努⼒與成果，⼗⼆⽇在台舉辦「亞太永續⾏動博覽會暨⾼峰會」並頒發「亞太暨台灣永續

⾏動獎」，公開表揚在聯合國⼗七項永續發展⽬標⼯作上有具體貢獻及成果的機構與單位。

台南市環保局指出，⼆０⼆⼆年⾸屆「亞太暨台灣永續⾏動獎」，南市獲亞太宜居永續城市獎Outstanding

City、亞太永續⾏動獎銀獎、台灣永續⾏動獎⾦獎共三個獎項。

成⼤相伴2026計畫，學⽣與⻑輩⼀起動⼿搭建社區棚架。（成⼤提供）

成功⼤學三個團隊榮獲兩⾦⼀銀的佳績，其中，成⼤「相伴２０２６」團隊因應超⾼齡社會趨勢，發展⼤學與在

地社區之間的微社群，奪下「ＳＤＧ ３健康與福祉」⾦牌；「惡地協作區域共學圈」團隊協助極限村落發展在

地經濟，奪下「ＳＤＧ １１永續城市」⾦牌；「台南永康復國韌性社區」團隊以⼤學之⼒輔導社區提升災害容

受⼒，奪下「ＳＤＧ １１永續城市」銀牌。

⻑期以實踐環境永續為核⼼的台糖公司，以「⽔陸光電⼤進擊」及「台糖智慧綠能循環住宅」兩項計畫，於⼗⼆

⽇受贈雙⾦獎座。

台糖指出，截⾄今年台糖各類型的太陽光電裝置容量累計達５３７點７９ＭＷ，待所有⽔陸光電專區皆加入併聯

發電的⾏列，預計每年可為增加超過七億度綠電，相當於減少三⼗五萬餘公噸的排碳量，對整體環境助益良多，

⼟地的多元價值利⽤也為在地的發展挹注可觀的資源永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