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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總圖夏⽇閉館趴！實境解謎夜訪成⼤圖書館 化⾝偵探突破重
重關卡

／

2022/8/9

　【記者孫紹逸／南市報導】「整個

圖書館，都是我的遊戲場。」國立成

功⼤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為了讓師⽣

透過遊戲探索圖書館不同的⾯貌，拉

近總圖與⼤眾的距離，分別在8⽉5

⽇、9⽉2⽇晚上6點在館內舉辦「總圖

夏⽇閉館趴，來勝囉！」，透過實境

遊戲「未來索引」將成⼤總圖當作闖關解謎的場域，邀請校內師⽣組隊闖關。不少

⼈第⼀次在閉館後來到圖書館，揮別炎熱的⽩天，迎來涼爽⿊夜之時，總圖正悄悄

上演著「圖書館驚魂夜」，參加者需經過重重關卡，才能解開最後的謎題，沉浸式

的體驗讓不少參加的教職員⼯與學⽣直呼有趣，想再來玩⼀次！
 

　「⼤學圖書館是屬於⼤家的，這裡的知識與資源是與⼤眾⼀起分享的。」成⼤圖

書館王涵青館⻑表⽰，成⼤圖書館以善盡⼤學社會責任為⽬標，希望能讓更多⼈認

識圖書館，很開⼼這次能看到很多校外的朋友、校友與教職員⼯家庭攜伴來參加這

次的活動，⾸次在閉館後舉辦活動，還特別舉辦在晚上，是因為先前有同學反應，

玩遊戲時太嗨怕吵到他⼈，才想到可以利⽤閉館後的夜晚舉辦活動。「晚上的圖書

館⻑什麼樣⼦呢？」不少⼈想到可以在閉館後待在圖書館，還能在圖書館裡⾯玩遊

戲，就感到相當興奮，活動名額也很快被秒殺，之後將視這兩場活動參與者的反

應，考慮好評再加場。
 

　成⼤圖書館推廣服務組羅靜純組⻑表⽰，芒果遊戲公司設計的「未來索引」是國

內第⼀套⼤學圖書館的實境遊戲，遊戲共有6個關卡，實境遊戲需要靠推理跟解謎，

這款沉浸式的遊戲，結合圖書館的情境，讓玩家與圖書館有⾼度連結性、參與性和

互動性；玩家必須要使⽤借書機，找數字排卡片、嘗試⾃⾏查詢館藏圖書、期刊及

資料庫，必須穿梭在⼀座⼜⼀座的書架，花時間仔細觀察每⼀個⾓落，推敲和思考

不同的線索，難度不低。這也是第⼀次開放讓國⼩⼀年級以上的⼩朋友參加，看到

不少教職員⼯攜家帶眷組隊參加，也希望能透過親⼦共同參與，讓教育從⼩紮根，

進⽽讓⼤家⼀起喜歡上圖書館，如果過度吵鬧或在館內奔跑，館員也會適時傳遞使

⽤圖書館禮儀，希望能讓更多⼈愛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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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成⼤夏⽇開趴 將圖書館變成遊戲場

2022-08-08 發佈 林祺宏 ⾼雄

成⼤ 圖書館

「整個圖書館，都是我的遊戲場。」國立成功⼤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為了拉近總圖與⼤眾的距離，分別在8⽉5⽇、9⽉2⽇晚上6
點在館內舉辦「總圖夏⽇閉館趴，來勝囉！」，透過實境遊戲「未來索引」將成⼤總圖當作闖關解謎的場域，邀請校內師⽣組
隊闖關。
 
參加者需經過重重關卡，才能解開最後的謎題，沉浸式的體驗讓不少參加的教職員⼯與學⽣直呼有趣，想再來玩⼀次！
 

政治系洪綾君老師（右⼆）帶著兩位就讀國⼩的孩⼦，和同事組成6⼈的隊伍「⽪咏歡樂玩」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A4%A7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5%9C%96%E6%9B%B8%E9%A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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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爸爸愛運動 合興⾥親⼦健康⾏
2022-08-08

慶祝⽗親節，合興⾥舉辦親⼦健⾏活動。（記者陳俊文攝）

記者陳俊文⁄台南報導

慶祝⽗親節，北區區公所及合興⾥辦公處主辦、成⼤醫院社區健康照護中⼼合辦「愛爸爸愛運動」親⼦健康⾏，

於振興公園展開，由專業教練教導⼤家在家可輕易執⾏的簡易健康操。

合興⾥⾥⻑吳承芳表⽰，⾃從⼆０⼀九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來，不僅造成成千上萬⼈死亡，也改變了⼤家

的⽣活⽅式，尤其台灣近幾個⽉⾯對嚴峻的疫情，令很多⼈感到極度焦慮恐懼，害怕染疫因⽽無法正常規律⽣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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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興⾥⽗親節親⼦健康⾏，邀請專業教導簡易健康操。(記者陳俊文攝)

疫情稍緩，後疫情時代可透過安排⼾外空氣流通的活動，增加⾝體活動量以強化免疫⼒。「愛爸爸愛運動」親⼦

健康⾏活動，⿎勵⺠眾攜家帶眷⾛出⼾外，⼀起⽤健康活⼒的健⾛⽅式陪爸爸度過⼀個最棒的⽗親節。

⾥⻑吳承芳先帶領⺠眾認識合興⾥社區，接著由社區志⼯及成⼤醫院社區護理師帶領下展開健⾛活動，數百位鄉

親扶老攜幼的由合興⾥出發，往開元路振興公園健⾛。

抵達振興公園後，由專業體適能教練楊乃馨老師帶領⺠眾進⾏有氧熱⾝運動操，透過⾳樂律動及輕快的活動設

計，教導⼤家在家也可以輕易執⾏的健康操，同時為即將開始的健⾛做好準備。此次活動的協辦單位成⼤醫院表

⽰，希望透過在地化的健⾛及健康操活動，全⾥動起來，⿎勵⺠眾全家⼀同參與，收穫滿滿，健康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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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慶⽗親節　台南合興⾥舉辦「愛爸爸愛運動」親⼦健康⾏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2-08-08 12:40

慶祝⽗親節，由北區區公所、合興⾥辦公處主辦、成⼤醫院社區健康照護中⼼協辦的「愛爸爸 愛運動」親

⼦健康⾏活動，於8⽉7⽇早上於振興公園展開。 

合興⾥⻑吳承芳帶領⺠眾認識社區，接著由社區志⼯及成⼤醫院社區護理師帶領下，展開健⾛活動。

數百位鄉親扶老攜幼的由合興⾥出發，往開元路振興公園健⾛趣。抵達振興公園後，緊接著由專業體適能教

練楊乃馨老師帶領⺠眾進⾏有氧熱⾝運動操，透過⾳樂的律動以及輕快的活動設計，教導⼤家在家也可以輕

易執⾏的健康操，同時為即將開始的健⾛做好準備。

成⼤醫院表⽰，希望透過在地化的健⾛及健康操活動，全⾥動起來，⿎勵⺠眾全家⼀同參與，收穫滿滿，健

康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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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 ／  洛城焦點

成大校友會秘書長程東海：吳修齊貢
獻「厥功至偉」

記者朱敏梓/洛杉磯報導  2022-08-08 02:00

南加州成大校友會執行秘書長程東海，7日分享

了吳修齊和成功大學的故事和深厚感情，並希望

通過紀念講座，對吳修齊卓越的貢獻表達致敬和

感恩。程東海提到，1987 年成大醫院興建完工

時，希望申請一個簡單易記的總機電話號碼，但

南加州成⼤校友會執⾏秘書⻑程東海，分享了吳修⿑和成功⼤
學的故事。（記者朱敏梓／攝影）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cate/la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5%8A%A0%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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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之間難以獲得，吳修齊偶然得知此事，主動

將自家電話號碼235-3535捐給成大醫院，這個

號碼一直沿用至今。

1998年，在當時的成大翁校長拜訪之後，吳修

齊有感於成功大學經費不足的困境，捐出相當於

吳修齊基金會一半財產給成功大學建文學院大

樓，希望成大能培養更多人才。2000年6月15

日，修齊大樓正式揭幕啟用，作為台灣第一個由

企業家捐助的大樓，「修齊大樓」代表的意義十

分重大。「修齊大樓」矗立在成大成功湖的北

側，整個大樓遵循中國古典建築風格，給成大校

園增添了富有人文氣息的新格局。

程東海表示，「修齊大樓」除是文學院的大本營

之外，還是培訓學生外語能力的語文中心，包括

英、德、法、西、俄、日、韓等多種語言學習資

源，同時也為來自68國的外籍學生提供學習中

文的優質環境。提到吳修齊對成大的貢獻，他認

為應該用「厥功至偉」來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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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 ／  洛城焦點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於公於私 緬懷

吳修齊意義重大

記者邵敏／洛杉磯報導  2022-08-08 02:15

台灣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博士搭乘8月6日的航

班，專程前來洛杉磯參加吳修齊先生紀念講座。

她說，這一次到洛杉磯參加活動是一個極短的行

程，卻也是一個用了半世紀完成和述說的生命故

事。

蘇慧貞表⽰，吳修⿑對她的⼀⽣，於公於私都有著非常重要的
意義。（記者邵敏／攝影）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cate/la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6%B4%9B%E6%9D%89%E7%A3%AF


2022/8/9 上午9:54 成功⼤學校⻑蘇慧貞：於公於私 緬懷吳修⿑意義重⼤ | 洛城焦點 | 洛杉磯 | 世界新聞網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359/6520975 2/4

飛洛杉磯的一大早，蘇慧貞參拜廟宇，因緣際

會，她上香的地點正是「開基武廟」，而這個廟

宇對吳修齊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臨行前，蘇慧

貞並去病房看望住院的父親。她說，如果父親沒

有臥病在床，一定會跟自己同行，「爸爸一輩子

最引以為榮的身分，便是吳修齊董事長的主任秘

書，從民國54年（1965年）開始，爸爸就進入

台南紡織公司服務。」

蘇慧貞表示，吳修齊對她的一生，於公於私都有

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於公，吳修齊對台灣、台

南、成功大學的支持與貢獻都是不爭的事實，他

對修齊大樓的捐贈不僅是企業家捐資助學的前

鋒，而在實質影響上，今天已是超過80多個不

同地區、國家的外籍同學，接觸成大的第一個基

地。」吳修齊當年捐出自己家中的電話號碼作為

成大醫院的總機號碼，時至今日，成大醫院已成

為服務雲嘉南地區數百萬民眾的一流國家醫學中

心；當年的南台工專、今天的南台科技大學，多

年來接納眾多成大博士級人才。作為成大校長，

蘇慧貞對於吳修齊的諸多捐贈表示衷心感謝。

蘇慧貞一家與吳修齊有著非常深的淵源，1965

年她的父親成為吳修齊的秘書，1966年因其促

成捐地興學的東光國小，蘇慧貞的母親才有機會

從家鄉搬到台南，一家人開始在台南生活，孩子

讀書學藝，接受良好教育。蘇慧貞回憶說，讀大

學前，她經常在家中和吳修齊對話，「他就像我

的一個長輩，出國讀書回來的假期，他會關心我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9%86%AB%E5%AD%B8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6%95%99%E8%8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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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於私，我們都是有幸穿太子龍、吃統一

麵長大，常常有機會在董事長捐贈的陸橋下穿來

走去的孩子。」

讓蘇慧貞記憶最深刻的是，1969年的一個周日

早上，祖母爆發急症入院，吳修齊當時親力親為

地協助聯絡住院治療。但幾天後祖母過世了，父

親急需現金回鄉籌辦喪葬，便向吳修齊寫了一張

借據，打算用統一公司的股份作為抵押及還款。

沒想到的是，吳修齊當場就把借條撕掉，並且

說：「統一公司就要有機會獲利了，你不能放

棄，你先回家籌辦喪葬，我會請人送費用過

去」。

蘇慧貞在當天的活動中感慨地說，如果沒有吳修

齊先生一直以來的愛護，他們家的兄弟姐妹也不

可能都在美國完成研究所的學業，「我要再一次

謝謝老董事長對台灣的貢獻，對台南的付出，對

成大的支持，對爸爸的愛護。因為他的宅心仁

厚，許多家庭才有了不同的機會，而正是這些機

會創造了不同的可能，成為我們可以繼續分享的

未來。」



2022/8/9 上午9:54 成功⼤學校⻑蘇慧貞：於公於私 緬懷吳修⿑意義重⼤ | 洛城焦點 | 洛杉磯 | 世界新聞網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359/6520975 4/4

台灣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搭乘8月6日航班，特意趕到洛杉磯參

加吳修齊先生的紀念講座。（記者邵敏／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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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 ／  洛城焦點

吳修齊三好一公道 經商典範
記者朱敏梓/洛杉磯報導  2022-08-08 02:16

吳修齊先生作為台灣第一代創業者典範，通過堅

持不懈的個人努力、三好一公道的經營理念，以

及重義傳賢的高瞻遠矚，打造了令人引以為傲的

商業帝國。作為優秀企業家的同時，吳修齊積極

回饋社會，是企業家承擔社會責任的榜樣。為飲

全體嘉賓合影，第⼀排左⼆到左六分別是：國泰銀⾏董事暨南
加州成⼤校友會理事孫國泰、國泰銀⾏董事⻑鄭家發、吳修⿑
次⼦吳平原、成功⼤學校⻑蘇慧貞，以及洛杉磯世界⽇報社⻑
于趾琴。（記者朱敏梓／攝影）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cat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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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思源、緬懷先賢，洛杉磯世界日報和南加州成

功大學校友會，8月7日下午2至4時舉辦吳修齊

先生紀念講座，學習、傳承和發揚吳修齊跨越時

代的商業思維，和回饋社區的優秀品格，以此激

勵在美華裔新生代。

紀念講座於蒙特利公園市世界日報四樓文化藝廊

舉行，國泰銀行和洛杉磯台美商會協辦本次活

動，有近百位來賓出席。

活動分為「分享」、「感恩」和「傳承」三個環

節。在「分享」環節中，一段吳修齊紀念短片讓

來賓初步了解這位商業鉅子，經商的不變宗旨，

良心經營、以人為本激勵著後輩不斷前行。人在

台灣的統一企業前總裁林蒼生，特別錄製短片，

分享他眼中的吳修齊前輩，述說吳修齊的經營理

念。感念恩情，懂得回報，在「感恩」環節，成

大陳玉女副校長暨文學院副院長和文學院師生精

心製作感恩短片，感念吳修齊投身教育事業，為

成大捐贈文學院大樓的事蹟。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6%B4%9B%E6%9D%89%E7%A3%AF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5%8A%A0%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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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陳玉女副校長暨文學院副院長和文學院師生精心製作了感

恩短片。（記者朱敏梓／攝影）

從台灣專程趕來的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博

士，帶來感謝狀，頒發給世界日報社長于趾琴，

和吳修齊次子吳平原；成大還為吳平原家族頒贈

感謝狀。在活動中，成大校友會全體成員起立向

吳修齊致敬。

文由心生，文以言志，吳修齊將畢生創業奮鬥經

歷落筆成書，給予商海打拚的後輩指引，吳修齊

70歲時完成「吳修齊七十回憶」中文書籍，並

出版英文版Memoirs At Seventy書籍。洛杉磯

世界日報將兩本書籍整理成為電子書，現場演示

如何下載，鼓勵大家共同閱讀吳先生自傳。現場

吳平原還將吳修齊這本富含創業故事及勵志精神

的自傳送給眾人，以期世代相傳。當天蒙市、成

功大學校友會、洛杉磯台美商會、洛杉磯台美商

會青商部及洛杉磯台美菁英協會，均分別獲贈兩

至十本不同數目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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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台灣的統一企業前總裁林蒼生先生特別錄製短片，分享
「他眼中的吳修齊前輩」。（記者朱敏梓／攝影）

當天與會嘉賓有：洛杉磯縣第五選區縣委巴格

(Kathryn Barger)華人社區代表吳忠國，蒙特

利公園市議員梁僑漢及夫人，爾灣市副市長郭正

明，聖蓋博谷水區理事黃泰平，駐洛杉磯台北經

文處科技組組長、成大校友陳嘉元博士以及秘書

梅中楷，台美商會會長劉雅薇，台美商會名譽會

長、僑務委員溫玉玲、趙韻梅和林國彥，台美商

會秘書長、僑務顧問葉敏芬，洛杉磯台美商會會

員、僑務顧問汪光中，國泰銀行董事長鄭家發、

CEO劉昌明、董事潘志洪，保富銀行董事長俞

立，北美青商部會長高欣怡和蔚忠諺、副會長洪

巍、財務長洪選佑、理事蔡上林，台美菁英協會

洛杉磯分會會長李佩璇，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第35屆總會會長吳東昇，世華工商婦女企管

協會南加分會會長裴映棋、監事長江瑞瀛，南加

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會長陳啟志，加州台

灣同鄉聯誼會會長王竹青、前會長謝傳佐，南加

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會長吳俊毅，南加州建國中學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5%8D%97%E5%8A%A0


2022/8/9 上午9:57 吳修⿑三好⼀公道 經商典範 | 洛城焦點 | 洛杉磯 | 世界新聞網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359/6520976 5/6

校友會會長張虎，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長

王美，以及亞美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理事長李崇

正。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於公於私 緬懷吳

修齊意義重大

➤➤➤吳修齊之子吳平原：父親最高境界是做人

好

➤➤➤于趾琴談 「七十回憶」：花若盛開 蝴蝶

自來

➤➤➤成大校友會秘書長程東海：吳修齊貢獻

「厥功至偉」

➤➤➤孫國泰：吳修齊激勵國泰銀行投身公益國

泰銀行董事

此外，吳平原先生及夫人與吳氏家族成員，台灣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秘書黃姿儀，南加州成大校友

會會長蔡瀚寬，理事孫國泰，葉俊麟，以及世界

日報總經理李銘濱等人也共襄盛舉。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359/6520975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359/6520968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359/6520970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359/6520971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359/652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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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專程趕來的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博士（中），帶來
感謝狀，頒發給洛杉磯世界日報社長于趾琴（右三）和吳修齊
次子吳平原（左三）。其他人是南加州成功大學執行秘書長程

東海(右一）、會長蔡瀚寬（右二）、理事孫國泰（左二）和葉
俊麟（左一）。（記者朱敏梓／攝影）

本次紀念活動特別為未到場的民眾提供直播回

放，有興趣的民眾可以點擊鏈接

youtube.com/embed/hocQwFlo-9c，回顧吳

修齊先生的傳奇一生。

https://www.youtube.com/embed/hocQwFlo-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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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oday新聞雲 > 地方 2022年08月09日 11:35

南消辦潛水救援人員複訓　有效提升潛水專業
技能

▲為增強水域搜救專業技能，以提升溺水搶救作為，消防局9日起為期3天於成功大學新建戶外

游泳池，辦理潛水救援人員複訓。（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隨著氣候的炎熱，溺水案件也開始頻傳，而台南市易發生溺水事件地點以觀夕平

台、漁光島、黃金海岸及嘉南大圳為主，為增強水域搜救專業技能，以提升溺水

搶救作為，消防局9日起為期3天於成功大學新建戶外游泳池，辦理潛水救援人員

複訓，受訓人員共計71名，並期更順遂協助執行水域救援任務，保障民眾生命安

全。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5%9C%B0%E6%96%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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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水域救援係屬高風險救援任務，消防局雖非專業水下打撈作業單位，也非沿

岸水域權責機關，但為保障市民的安全，也積極運用現有人員、裝備進行訓練，

全力協助近岸水域轄管機關的救援作業，以提升整體的搜救量能，而本次複訓是

由消防局內部資深潛水教官團，親自規劃課程並授課，課程內容除基本潛水技

能，再依實務搜溺經驗來進行傳授與分享，以期更符合學員訓練需求與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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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黃偉哲表示，台南市轄內有多處水域，特別是漁光島及觀夕平台等，而假期

民眾前往戲水遊憩之餘，不可忽視水域活動安全，勿前往危險水域戲水，水上活

動也請選擇安全的水域，避免發生溺水意外時，鄰近無救生員可下水進行救援，

錯失黄金搶救時機，留下傷痛及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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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局局長李明峯呼籲民眾，重視水域活動安全，避免其獨自或結伴到危險水域

戲水，並提醒所有民眾，從事水域運動時務必注意自身安全，不逞強、不做危險

動作，選擇有救生員專責看守的水域進行活動、戲水，消防局於溺水意外發生

時，必將立即趕往現場協助救援，宣示消防人員守護市民之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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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潛水專業技能 台南市消防人員參加救

援訓練

2022-08-09 14:47  聯合報／  記者黃宣翰／台南即時報導

台南市易發生溺水事件地點以觀夕平台、漁光島、

黃金海岸及嘉南大圳為主，為增強搜救專業技能，

消防局今天起3天在成功大學新建戶外游泳池，辦

理潛水救援人員複訓，71名消防人員參加訓練。

水域救援屬高風險救援任務，為保障市民的安全，

台南市消防局積極運用現有人員、裝備進行訓練，

全力協助近岸水域轄管機關的救援作業，以提升整

體的搜救量能。

這次複訓是由消防局資深潛水教官團，親自規劃課

程後授課，課程內容除基本潛水技能，再依實務搜

溺經驗來進行傳授與分享，以期更符合學員訓練需

求與知能。

台南市長黃偉哲表示，民眾前往漁光島及觀夕平台

等地戲水遊憩之餘，不可忽視水域活動安全，勿前

往危險水域戲水，水上活動也請選擇安全的水域，

避免發生溺水意外。

消防局局長李明峯說，民眾重視水域活動安全，避

免其獨自或結伴到危險水域戲水，並提醒所 有民

眾，從事水域運動時務必注意自身安全，不逞強、

不做危險動作，選擇有救生員專責看守的水域進行

 教官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1NDk=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BA%BA%E6%B0%B4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5%AE%9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8D%97%E5%B8%82%E9%95%B7


2022/8/9 下午2:52 提升潛⽔專業技能 台南市消防⼈員參加救援訓練 | 社會萬象 | 社會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0/6524033 2/8

活動、戲水，消防局於溺水意外發生時，必將立即

趕往現場協助救援。

台南市消防人員在 成功大學新建戶外游泳池，參加專業訓

練。記者黃宣翰／翻攝

為增強搜救技能 ， 台南市消防人員在 成功大學新建戶外游泳

池，參加專業訓練。記者黃宣翰／翻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