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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29, 2022

高教深耕計畫第5年 台大獲23億經費居第一
cna.com.tw/news/ahel/20220629015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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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陳至中台北29日電）教育部近期公告高教深耕計畫111年度經費分配，台灣大
學獲得新台幣23億元穩居第一，成大、陽明交大、清大居次。這是深耕計畫第1期5年的最
後一年，預計明年起進入第2期。

教育部於民國107年起推動高教深耕計畫，總經費166.7億元，其中包含「協助大學追求國
際一流地位及發展研究中心」，被學界稱為「打國際盃」的競爭型預算；也有維護學生平
等教育權預算，主要是依照學生數分配。

教育部近期公布的111年度經費分配，是第1期5年的最後一年。教育部每一年度都會評核學
校計畫執行成效，調整補助經費額度，111年度各校獲得的數額，和110年度略有增減，但
差異不大。

台灣大學獲得23.25億元（去年23.26億元），其次是成功大學14.11億元（去年14.12億
元）、陽明交通大學13.90億元（去年交大10.45億元、陽明3.44億元）、清華大學12.03億
元（去年12.12億元）。其中陽明交大因學校合併，獲得的經費有較大幅度成長，並成功超
車清大。

技專校院部分，3校合併後規模變大的高雄科技大學獲得3.97億元，其次是台灣科技大學
3.14億元，台北科技大學2.46億元。

私校部分，台北醫學大學獲得2.69億元，崑山科技大學2.11億元，中國醫藥大學1.96億
元。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206290159.aspx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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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高教深耕包含全面提升大學品質、維護學生平等受教權的計畫，因此部分已經停招、
走向退場的學校，仍有獲得一些經費。例如已向教育部申請111學年度停辦並獲核准的蘭陽
技術學院，仍獲得71萬元補助。

教育部長潘文忠5月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曾表示，高教深耕第2期會延續，且總經費
應該會再增加，不會低於第1期。（編輯：張雅淨）1110629



1/1

高教深耕計畫第5年 台大獲23億經費居第一
tw.news.yahoo.com/高教深耕計畫第5年-台大獲23億經費居第-055047078.html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中央通訊社

2022年6月29日 上午12:50

（中央社記者陳至中台北29日電）教育部近期公告高教深耕計畫111年度經費分配，台灣大
學獲得新台幣23億元穩居第一，成大、陽明交大、清大居次。這是深耕計畫第1期5年的最
後一年，預計明年起進入第2期。

教育部於民國107年起推動高教深耕計畫，總經費166.7億元，其中包含「協助大學追求國
際一流地位及發展研究中心」，被學界稱為「打國際盃」的競爭型預算；也有維護學生平
等教育權預算，主要是依照學生數分配。

教育部近期公布的111年度經費分配，是第1期5年的最後一年。教育部每一年度都會評核學
校計畫執行成效，調整補助經費額度，111年度各校獲得的數額，和110年度略有增減，但
差異不大。

台灣大學獲得23.25億元（去年23.26億元），其次是成功大學14.11億元（去年14.12億
元）、陽明交通大學13.90億元（去年交大10.45億元、陽明3.44億元）、清華大學12.03億
元（去年12.12億元）。其中陽明交大因學校合併，獲得的經費有較大幅度成長，並成功超
車清大。

技專校院部分，3校合併後規模變大的高雄科技大學獲得3.97億元，其次是台灣科技大學
3.14億元，台北科技大學2.46億元。

私校部分，台北醫學大學獲得2.69億元，崑山科技大學2.11億元，中國醫藥大學1.96億
元。

由於高教深耕包含全面提升大學品質、維護學生平等受教權的計畫，因此部分已經停招、
走向退場的學校，仍有獲得一些經費。例如已向教育部申請111學年度停辦並獲核准的蘭陽
技術學院，仍獲得71萬元補助。

教育部長潘文忠5月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曾表示，高教深耕第2期會延續，且總經費
應該會再增加，不會低於第1期。（編輯：張雅淨）11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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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計畫第5年 台大獲23億經費居第一
newtalk.tw/news/view/2022-06-29/777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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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陳至中台北29日電）教育部近期公告高教深耕計畫111年度經費分配，台灣大
學獲得新台幣23億元穩居第一，成大、陽明交大、清大居次。這是深耕計畫第1期5年的最
後一年，預計明年起進入第2期。

教育部於民國107年起推動高教深耕計畫，總經費166.7億元，其中包含「協助大學追求國
際一流地位及發展研究中心」，被學界稱為「打國際盃」的競爭型預算；也有維護學生平
等教育權預算，主要是依照學生數分配。

教育部近期公布的111年度經費分配，是第1期5年的最後一年。教育部每一年度都會評核學
校計畫執行成效，調整補助經費額度，111年度各校獲得的數額，和110年度略有增減，但
差異不大。

台灣大學獲得23.25億元（去年23.26億元），其次是成功大學14.11億元（去年14.12億
元）、陽明交通大學13.90億元（去年交大10.45億元、陽明3.44億元）、清華大學12.03億
元（去年12.12億元）。其中陽明交大因學校合併，獲得的經費有較大幅度成長，並成功超
車清大。

技專校院部分，3校合併後規模變大的高雄科技大學獲得3.97億元，其次是台灣科技大學
3.14億元，台北科技大學2.46億元。

私校部分，台北醫學大學獲得2.69億元，崑山科技大學2.11億元，中國醫藥大學1.96億
元。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2-06-29/777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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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高教深耕包含全面提升大學品質、維護學生平等受教權的計畫，因此部分已經停招、
走向退場的學校，仍有獲得一些經費。例如已向教育部申請111學年度停辦並獲核准的蘭陽
技術學院，仍獲得71萬元補助。

教育部長潘文忠5月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曾表示，高教深耕第2期會延續，且總經費
應該會再增加，不會低於第1期。（編輯：張雅淨）11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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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計畫第1期最後1年 台大獲23億、成大14億
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629003509-260405

台大今年獲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經費23億元。（本報資料照片）

教育部近日公告「高教深耕計畫」111年經費分配，獲得最多的是台大23.25億元，其次
是成大14.11億元、陽明交大13.90億元、清大12.03億元。111年是高教深耕計畫第1期的
最後1年，教育部長潘文忠曾表示，第2期經費不會低於地第1期。

教育部從107年起開始推動「高教深耕計畫」，補助大學經費協助他們發展特色及實踐社
會責任。這項計畫以5年為期，總經費836億元，平均每年167億元。這項5年計畫採「2
＋3」兩階段，第2階段自2020年起至2022年，為使學校推動計畫運作順利，原則上各校
每年所獲經費不會有大幅度變動。

111年是高教深耕計畫第一期的最後一年，台大獲23.25億元、成大14.11億元、陽明交大
13.90億元、清大12.03億元，跟去年的23.26億元、14.12億元、13.89億元（含交大
10.45億元、陽明3.44億元）、12.03億元相較，變動不大。

技專校院部分，高雄科大獲得3.97億元最多，其次台科大3.14億元，第3名是北科大2.46
億元。私校部分，北醫大獲2.69億元最多，崑山科大2.11億元，中國醫藥大學1.96億
元。此外，中原、逢甲則各拿1.4億，東海、輔大、東吳等只獲得9000萬至1億的補助。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629003509-26040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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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被列為專案輔導學校、已經停招或走向退場的學校，因為還有學生，因此教育部仍
給予補助，像台灣首府大學獲727萬、中州科大514萬、大同技術學院252萬、蘭技術學
院也有71萬。

許多大學擔心「高教深耕計畫」是否有第2期？教育部長潘文忠5月時就在立法院表示，
第2期會延續，且總經費應該會再增加，不會低於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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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計畫5年屆滿 台大拿23億占第一這校只拿71萬
udn.com/news/story/6885/6423491

2022-06-29 12:25 聯合報／ 記者許維寧／台北即時報導

高教深耕計畫第一期最後一年經費出爐，台大拿23億占第一。記者侯永全／攝影

教育部於107年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幫助學校提升校務發展並提升國際競爭力。高
教深耕計畫5年為1期，也是國內最大一筆競爭型補助計畫，教育部公告111年高教深耕計畫
補助經費，以國立台灣大學獲23.25億占第一，成功大學14.11億居其次，去年完成合併的
陽明交大13.90億位居第三。

高教深耕計畫以5年為1期，接續過去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於107年上路，核心在於提升大學
多元發展，追求國際一流以及強化研究能量兩部分。第1期5年將於今年12月到期，教育部
也公告最後一年補助經費，台大獲23.25億補助仍為高教中最多，其次則為成大14.11億，
陽明交大則獲得13.90億補助，超過清華大學12.03億，中興大學則以4.3億排在第五。

至於技專校院方面，國立高雄科技大學107年由三所科大合併，學生規模僅次於台大，亦獲
得約3.9億補助，為全台技專校院之首；其次則為台科大獲3.1億補助，北科大獲2.46億排第
三。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6423491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Q2Nzk=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AB%98%E6%95%99%E6%B7%B1%E8%80%95%E8%A8%88%E7%95%AB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8%82%B2%E9%83%A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99%BD%E6%98%8E%E4%BA%A4%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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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計畫要求各校提請計畫申請經費，加碼擇優挹注研究中心並提升校內的國際教研
能量，但素來被視為對私立大學較不利，本期私立大學仍以台北醫學大學獲2.69億補為最
多，老字號私立大學如中原、逢甲則各拿1.4億，其他老牌私大如東海、輔大、東吳等只獲
得1億至9千萬的補助。

另外，對於停招或被列為專案輔導的大專校院教育部仍給予補助，首府大學獲得727萬、中
州科大514萬、大同技術學院252萬，已經宣布停辦的蘭陽技術學院也有71萬。

由於高教深耕計畫和去年仍屬同一期，為了使學校推動計畫順利，原則上各校獲得經費和
去年相比未有大幅度變動。但教育部仍將追蹤檢視辦理情況，透過考核確定執行成效，再
依照考核結果斟酌調整經費。

明年起高教深耕計畫將進入第二期，第一期共編列經費新台幣836億元。教育部長潘文忠日
前表示，高教深耕計畫第二期經費「不會低於現在」，學校相關計畫一定要延續，但詳細
數字仍要等行政院決定。第二期計畫預計近日提報，待行政院決定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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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琦瑋／台北報導 June 29, 2022

高教深耕計畫5年屆滿　台大獲23億補助、穩居第一
nownews.com/news/5853859

▲高教深耕計畫第1期5年屆滿，教育部近期公告最後一年經費分配，台大獲23.25億元補助、穩居第
一。（示意圖／翻攝國立臺灣大學臉書）

教育部於107年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幫助學校提升校務發展並提升國際競爭力，該
計畫5年為1期。教育部近期公告該計畫111年度經費分配，台灣大學獲得新台幣23.25億元
穩居第一，後續依次為成大、陽明交大、清大，這是深耕計畫第1期的最後一年，明年起將
進入第2期。

高教深耕計畫每5年為1期，核心在於「全面性提升大學品質及促進高教多元發展（維護學
生平等受教權）」及「協助大學追求國際一流地位及發展研究中心（強化國家國際競爭
力）」兩部分。第1期5年將於今年12月到期，教育部日前公告最後一年補助經費。

台大獲23.25億元仍為高教中最多，其次是成大14.11億，陽明交大獲13.9億元補助、清華
大學獲12.03億，中興大學則以4.3億排在第5。其中交大去年獲10.45億元、陽明大學獲
3.44億元，今年兩校合併為陽明交大，獲得的經費大幅度成長，並成功超車清大。

技專校院部分，高雄科技大學107年由3所科大合併，學生規模僅次於台大，其獲得3.97億
元，為最多，其次是台灣科技大學獲3.14億元，台北科技大學獲2.46億元，排第3。

私校部分則以台北醫學大學獲得2.69億元為最多，崑山科技大學獲2.11億元，中國醫藥大
學獲1.96億元。

另外，對於停招或被列為專案輔導的大專校院，教育部仍給予補助，包括首府大學獲得727
萬元、中州科大514萬元、大同技術學院252萬元，宣布停辦的蘭陽技術學院也有71萬元。

https://www.nownews.com/news/5853859


2/2

明年起高教深耕計畫將進入第2期，第1期共編列經費836億元。教育部長潘文忠日前在立
法院表示，高教深耕計畫第2期會延續，且經費會再增加、不會低於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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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計畫5年屆滿 台大獲23億
msn.com/zh-tw/news/opinion/高教深耕計畫5年屆滿-台大獲23億/ar-AAYZa9L

教育部於107年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幫助學校提升校務發展並提升國際競爭力，該
計畫5年為1期。教育部近期公告該計畫111年度經費分配，台灣大學獲得新台幣23.25億元穩
居第一，後續依次為成大、陽明交大、清大，這是深耕計畫第1期的最後一年，明年起將進
入第2期。

高教深耕計畫每5年為1期，核心在於「全面性提升大學品質及促進高教多元發展（維護學
生平等受教權）」及「協助大學追求國際一流地位及發展研究中心（強化國家國際競爭
力）」兩部分。第1期5年將於今年12月到期，教育部日前公告最後一年補助經費。

台大獲23.25億元仍為高教中最多，其次是成大14.11億，陽明交大獲13.9億元補助、清華大
學獲12.03億，中興大學則以4.3億排在第5。其中交大去年獲10.45億元、陽明大學獲3.44億
元，今年兩校合併為陽明交大，獲得的經費大幅度成長，並成功超車清大。

技專校院部分，高雄科技大學107年由3所科大合併，學生規模僅次於台大，其獲得3.97億
元，為最多，其次是台灣科技大學獲3.14億元，台北科技大學獲2.46億元，排第3。

私校部分則以台北醫學大學獲得2.69億元為最多，崑山科技大學獲2.11億元，中國醫藥大學
獲1.96億元。

另外，對於停招或被列為專案輔導的大專校院，教育部仍給予補助，包括首府大學獲得727

萬元、中州科大514萬元、大同技術學院252萬元，宣布停辦的蘭陽技術學院也有71萬元。

明年起高教深耕計畫將進入第2期，第1期共編列經費836億元。教育部長潘文忠日前在立法
院表示，高教深耕計畫第2期會延續，且經費會再增加、不會低於第1期。

 

 

https://www.msn.com/zh-tw/news/opinion/%E9%AB%98%E6%95%99%E6%B7%B1%E8%80%95%E8%A8%88%E7%95%AB5%E5%B9%B4%E5%B1%86%E6%BB%BF-%E5%8F%B0%E5%A4%A7%E7%8D%B223%E5%84%84/ar-AAYZa9L?li=AAavKVz&srcref=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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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計畫第5年 台大獲23億經費居第一
ksnews.com.tw/index.php/news/contents_page/0001623683

2022年06月30日

成大14.11億元居次、陽明交大13.90億元、清大12.03億元 
  

教育部近期公告高教深耕計畫111年度經費分配，台灣大學獲得新台幣23億元穩居第一，
成大、陽明交大、清大居次。這是深耕計畫第1期5年的最後一年，預計明年起進入第2
期。 

 教育部於民國107年起推動高教深耕計畫，總經費166.7億元，其中包含「協助大學追求國
際一流地位及發展研究中心」，被學界稱為「打國際盃」的競爭型預算；也有維護學生平
等教育權預算，主要是依照學生數分配。 

 教育部近期公布的111年度經費分配，是第1期5年的最後一年。教育部每一年度都會評核
學校計畫執行成效，調整補助經費額度，111年度各校獲得的數額，和110年度略有增減，
但差異不大。 

 台灣大學獲得23.25億元（去年23.26億元），其次是成功大學14.11億元（去年14.12億
元）、陽明交通大學13.90億元（去年交大10.45億元、陽明3.44億元）、清華大學12.03
億元（去年12.12億元）。其中陽明交大因學校合併，獲得的經費有較大幅度成長，並成
功超車清大。 

 技專校院部分，3校合併後規模變大的高雄科技大學獲得3.97億元，其次是台灣科技大學
3.14億元，台北科技大學2.46億元。 

 私校部分，台北醫學大學獲得2.69億元，崑山科技大學2.11億元，中國醫藥大學1.96億
元。 

 由於高教深耕包含全面提升大學品質、維護學生平等受教權的計畫，因此部分已經停招、
走向退場的學校，仍有獲得一些經費。例如已向教育部申請111學年度停辦並獲核准的蘭
陽技術學院，仍獲得71萬元補助。 

 教育部長潘文忠5月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曾表示，高教深耕第2期會延續，且總經費
應該會再增加，不會低於第1期。

 

http://www.ksnews.com.tw/index.php/news/contents_page/0001623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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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29, 2022

高教深耕第5年補助 台大獲23億居首
epochtimes.com/b5/22/6/29/n13770062.htm

【大紀元2022年06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林紫馨台灣台北報導）教育部於2018年推動
「高教深耕計畫」，計畫5年為一期，今年是高教深耕計畫第一期的最後1年。教育部近日
公告高教深耕計畫2022年度經費分配，獲得最多經費的是國立台灣大學，共計新台幣23.25
億元，第二是國立成功大學14.11億元、第三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13.90億元。

高教深耕計畫每5年為一期，核心在於「全面性提升大學品質及促進高教多元發展（維護學
生平等受教權）」及「協助大學追求國際一流地位及發展研究中心（強化國家國際競爭
力）」兩部分。第一期5年將於今年12月到期，教育部日前公告最後一年補助經費。

台大獲23.25億元仍居第一，其次是成大14.11億，陽明交大獲13.9億元補助、清華大學獲
12.03億元，中興大學則以4.3億元排在第5。其中交大去年獲10.45億元、陽明大學獲3.44
億元，今年兩校合併為陽明交大，獲得的經費大幅度成長，並成功超車清大。

至於在技專校院方面，高雄科技大學獲得3.97億元，其次是台灣科技大學3.14億元，接著
為台北科技大學2.46億元。私校部分，台北醫學大學獲得2.69億元，崑山科技大學2.11億
元，中國醫藥大學1.96億元。

由於高教深耕包含全面提升大學品質、維護學生平等受教權的計畫，因此部分已經停招、
走向退場的學校，仍有獲得一些經費。例如已向教育部申請111學年度停辦並獲核准的蘭陽
技術學院，仍獲得71萬元補助。

教育部長潘文忠5月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曾表示，高教深耕第2期會延續，且總經費
應該會再增加，不會低於第1期。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2/6/29/n13770062.htm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9%ab%98%e6%95%99%e6%b7%b1%e8%80%95%e8%a8%88%e7%95%ab.html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7%b6%93%e8%b2%bb.html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9%ab%98%e6%95%99%e6%b7%b1%e8%80%95%e8%a8%88%e7%95%ab.html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7%b6%93%e8%b2%b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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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大學排行榜／台大、成大拿下冠、亞軍！國家級資源湧
向南台灣

gvm.com.tw/article/91386

2022《遠見》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出爐

文 / 謝明彧    攝影 / 張智傑

今年《遠見》大學排行榜呈現「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M型僵固化發展態勢。示意圖。
張智傑攝

《遠見雜誌》今（29）日公布「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成大擠下陽明
交大和清大，站上綜合大學榜的亞軍，僅次於臺大（台大）。三至五名
分別為陽明交大、清大、中山。

人文社科類前五名連兩年完全相同，分別為臺師大、政大、淡江、中正、輔大；技職類前
五強也和去年一致，前五強分別為臺科、北科、雲科、明志、高科；醫科類與去年同樣不
變，北醫蟬聯冠軍；私校類前五強學校也是去年老面孔，唯無醫學院系的逢甲大學今年進
步一名，成為第四，是無醫學院私校中的全國最佳。

五大分榜30強出列，六大面向檢視校務發展

https://www.gvm.com.tw/article/91386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gvm.com.tw/author/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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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排行榜整體呈現「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M型僵固化發展態勢。

少子化下，台灣每年大一新生總數，愈來愈難以支撐每一所學校永續營運，前段班大學吸
納頂尖學生，強者愈強；中段班大學尋找亮點，走向小而美的特色化辦學；後段班則難掩
頹勢，逐漸退場。而在針對各校正副校長的調查中，發現「產業連結」「跨域整合」和
「國際合作」三大主題，是各校最重視的校務發展方向。

《遠見》大學排行榜評選學校門檻為「學生數3000人以上，且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數150人
以上」，而這被視為大學能否永續營運的基本門檻，今年全台133所大專院校中，拿到評選
入門票的僅剩89所，跌破90大關，情勢令人擔憂。

《遠見》「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每年優化指標，精準反應台灣與國際人才發展趨勢，包
括永續減碳、雙語國家、科技人才等議題。今年同樣結合遠見民意研究調查、政府公開資
訊、世界最大學術資料庫愛思唯爾（Elsevier）的Scopus資料庫，以及SciVal研究分析指
標，以六大面向44項指標評比，公布五大分榜前30強（醫學類為前六強），讓各大學明瞭
自己的競爭位置。

布局ESG和半導體，成大站上綜合類第二

2020年起的半導體回台設廠熱潮，以及今年四月通過的《氣候變遷因應法》，「半導體人
才」和「淨零碳排人才」成為當前最稀缺的兩大人才顯學。

成大多年前就開始推動USR課程及SDGs學程，也大力促成與南部高科技業者的產學合
作，提前佈局正確方向，成大在永續排名和產學金額雙雙起飛，今年擠下陽明交大與清
大，站上綜合類亞軍，僅次於臺大；中山去年至今連拿四大國家級高教重點政策「半導體
學院」「國際金融學院」「雙語標竿大學」「後醫系」，社會聲望大漲，回歸第五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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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類前七連三年相同，靜宜、暨南進步明顯

人文社科大學前七名與連續三年排序相同，分別是臺師大、政大、淡江、中正、輔仁、東
華、銘傳，第八名為去年排名第十的靜宜大學，進步兩個名次，第九名則為去年第14名的
暨南大學，進步5個名次。

人文社科大學由於學科屬性，國際論文表現過往多半不如工程、資訊、生醫等學科，然而
隨著永續議題日趨熱門，永續相關的管理、社會、人文、地理等研究，都帶過去長期關注
於地方服務的靜宜、綠色永續的暨南能見度增高，排名進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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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醫蟬聯醫科類冠軍，中醫大排名第二

醫科類由臺北醫學大學蟬聯冠軍。北醫近三年將人才培育發向，從傳統「醫事人才」轉為
「生醫產業生態鏈人才」，鼓勵校內師生創新創業精神，結合學校科研、醫院臨床與產業
議題，推動生醫新創孵化器，成功成立超過20家新創公司，持續站穩國內醫科類大學冠
軍。第2~6名為中醫大、高醫、慈濟、中山醫、長庚科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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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突破醫科包圍私校類第四，元智進榜前十

私立大學前七名與去年相同，前五名中有四校具備醫學院，分別是北醫、中醫大、長庚、
高醫，逢甲為前五名中唯一沒有醫學院的學校，6~10名依序為亞大、淡江、中原、元智、
東海。

元智為今年前十強中唯一新入榜者，不僅是國內第一所開辦全英語教學的大學，也是國內
第一所獲得國家品質獎的大學，面對去年開辦的「雙語國家」政策，以及近年大學退場議
題，教學品保有目共睹，排名因此提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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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排名全國技職第四，文藻國際化表現優異

社會大眾對技職的傳統認知，都是「國立優於私立」，然而去年台塑集團體系的明志科技
大學首度擊敗高雄科技大學，站上技職類第四名，今年持續維持好成績，也是國內私立技
職中，社會聲望、學術表現、財務體質最優秀者。

而文藻外語大學則在國際化面向上，同樣擊敗多所知名國立大學與科大，外籍教師比例更
高居全國第一，私校只要鎖定特色，就能創造獨一無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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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人才發燒，ESG議題重塑大學排名表現；大缺工時代，務實化教學讓私校與技職出現
亮點；南北均衡政策，國家級計畫與資源大舉投注南台灣的大學。不同學校如何抓住其中
轉機，扭轉少子化帶來的招生衰退宿命，成為高教M型化發展下的右端贏家。（完整內容
請見《遠見雜誌》七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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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趨勢最前線 發現大學「未來性」
gvm.com.tw/article/91397

六大面向、44項細指標〉培養關鍵議題的解答者

圖／成大長期投入ESG與國際交流，推升整體排名。圖為成大護理系外籍生與台生交流。
蘇義傑攝

評鑑大學是看熱鬧，還是看門道？家長、學生、產官學界都有心目中的
第一名。因此，備受信賴的遠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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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所大學的屬性、特色、地域、環境都不同，該用哪些標準來觀察一所大學的辦學優劣？  

若以大學能否對學生起「作育英才」之效，或可從評量老師的三大指標：「教學」「研究
（產學）」「服務」來看。亦即，教學能否讓學生更專業？研究能否為社會帶來創新？藉
由服務學習，能否讓學生擁有人際合作軟實力？  

2022大學暨技職入學指南

2022年，新制考招上路，考科項目、題目內容、採計科目均大換血、國家新政策也連番上
陣，面對一連串的衝擊，《遠見》預測趨勢、盤點政策、透視產業新法規，帶你贏在未
來！

https://www.gvm.com.tw/article/91397
https://education.gvm.com.tw/university/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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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加劇M型化 大學拚差異殺出重圍
gvm.com.tw/article/91396

2022 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五大分榜出列

圖／少子化影響下，大學評鑑呈現M型化趨勢。黃菁慧攝

備受推崇的年度《遠見》大學排行榜，重要指標之一的師生人數門檻，
竟讓拿到評選門票的學校僅89所，顯見穩定師生人數的大學愈來愈少，
且呈現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M型化態勢。 歷經盛夏指考挑戰，等待放
榜的學生與家長們，究竟如何選擇心中最理想的學校？就讀哪所學校就
職無往不利？而今年排行榜常勝軍、黑馬又是哪些學校？《遠見》帶領
讀者獨家揭密。 

由於「與病毒共存」已漸成普世共識，促使⾼教現場也逐漸進⼊「後疫情」運作模式，除
了師生對遠距教學與實體上課的混合模式，愈來愈熟悉，甚⾄從中找到創新的學習型態，
一度斷絕的外地交流、校外實習、海外交換逐一恢復，亦即，大學的運作，重回「基本
⾯」。 

2022大學暨技職⼊學指南

https://www.gvm.com.tw/article/91396
https://education.gvm.com.tw/university/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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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新制考招上路，考科項目、題目內容、採計科目均大換血、國家新政策也連番上
陣，⾯對一連串的衝擊，《遠見》預測趨勢、盤點政策、透視產業新法規，帶你贏在未
來！

https://education.gvm.com.tw/university/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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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心中可敬的對手 辦學勝出三重點
gvm.com.tw/article/91401

大學聲望調查〉校長認證的MVP及最佳潛力大學 

圖／大學辦學品質，亦關乎畢業生就職之路。蘇義傑攝

選擇比努力更重要，看對趨勢與方向，才能讓有限資源創造最大效果。
全國校長公認「最佳辦學」「最具潛力」的大學校長，他們是如何看見
未來高教的正確選擇？ 

到底哪一所大學比較好？」每逢入學考季，皆成為網路熱議話題。而若能蒐集到在第一線
治校的校長們意見，由他們來點評其他學校，藉由他們的內行觀點，或可讓大學的評價，
更為獨到、犀利。  

https://www.gvm.com.tw/article/9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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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育培養國際競合力 成功大學舉辦未來人才趨勢論壇與
策展

thehubnews.net/archives/115204

生活中心/綜合報導

國際化是未來世界的新常態，為培育台灣人才接軌國際，並且呼應國際企業來台深耕，讓
台灣產業連結全球，向來致力於為世界培養未來國際人才的國立成功大學，於6月28日 舉
辦「國際新人才  成功方程式－未來人才趨勢論壇」，並分別規劃了台北論壇、台南策展等
活動。

在台北的現場，除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司長李彥儀與國立成功大學
校長蘇慧貞出席之外，還邀請英國文化協會處長羅瑞福、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貿易暨
投資處處長敬獵人、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主任金郁夫博士、美國在台協會代理處長
柯傑民、紐西蘭商工辦事處代表馬嘉博、美光科技台灣招募處長張嵋嵐，以「國際新人才
—不可缺少的全球競合力」為主題，藉由演講與跨界對話，闡述對於臺灣培育國際化人才
的獨到觀點。而台南策展則同步進行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德國等國際教育展，吸
引上百位學生參與，還同步以視訊連線的方式與台北論壇的講者進行線上發問，零時差一
同走進世界地球村。

成大校長蘇慧貞在演講中，特別指出成大 90 週年出版的專書《給下一世代人才備忘錄》中
所揭櫫之七項未來人才特質：「想像」、「敏捷」、「學思」、「智匯」、「好奇」、
「視界」、「共好」，並表示成大將持續以此作為人才培育的目標。美國在台協會代理處
長柯傑民表示，國際化人才需要具備尖端技術的know-how、全球觀點與良好的領導力、溝
通力以及英語環境下的語言運用技巧與國際觀。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貿易暨投資處處
長敬獵人，則特別推崇成功大學於 2019 年與加拿大政府所支持的全國性非營利組織
「Mitacs」簽訂的合作備忘錄，透過提供學生獎學金，讓雙方赴對方國家實習，他相信這
是雙方攜手改變世界所踏出穩健的一步。

https://www.thehubnews.net/archives/11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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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國立成功大學國際處執行秘書黃子瑜、國立成功大學生科產業系副教授郭瑋君、國
立成功大學主任秘書呂佩融、國立成功大學副教務長蔡群立。(圖/成功大學提供)

在台南成大未來館的展場中，上百名來自成大、中山、台科大、南台等大學的青年學子，
以及關心學子下一階段國際學習規劃的家長皆到場參加。藉由同步視訊的創新平台，不僅
讓台北的講者、貴賓感受到了台南現場來賓的熱情，身在台南的來賓也能遠距同步聆聽論
壇、甚至互動。

除了連線台北論壇，成大副教務長蔡群立特地現身說明成大如何推動雙語教學計畫
（EMI)。他表示，EMI課程乃銜接成功大學自2007年就開始推展的雙語教學，其重點並非
僅止於學習英文，而是將英文融入重點課程，並提升專業英文能力。

成大國際長王筱雯也表示，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討論，共同解決國際議題是很重要的。雙
語教學計畫不是僅增加語言能力，而是提供資源環境創造參與國際的機會，可銜接學生的
國際發展計畫，讓同學進入國內外不同的國際場域，進而解決全球問題。

成功大學的雙語教學兼具深度與廣度， 成立虛擬學院「國際永續學院」，提供全英語跨領
域永續發展學分學程，以及跨域永續碩士學程。同時透過打造雙語校園，將英語融入校園
生活與專業學習。

在二階段論壇、演講之間，台南場現場另一重頭戲即是來自國內外針對國際化人才之高等
教育資訊展出，除了成大雙語教學資源中心、國際處設有展區及體驗區，更有美國在台協
會、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澳洲在台辦事處、加拿大辦事處、英國文化協會等五國駐
台單位參展，提供該國高等教育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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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成大有超過11%的英語課程，有六成的老師可用英語授課，八成的行政人員可與外籍
生溝通。蘇慧貞校長強調，作為一個教育基地，成大希望培育的是具備社會關懷、國際
觀、領導力與實踐力的世界公民，同學可以在成大的雙語教學環境中，與世界各地而來、
不同的老師、研究人員、同學相互學習激盪，對不同的文化有更多的包容，培育出他們的
全球競合力，期盼能成為改變、創造未來的國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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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培力不遺餘力 成大主辦雙城國際化趨勢論壇 攜手產官學界領袖暢談臺灣
人才突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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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
 【記者孫紹逸／南市報導】國立成功大學肩負時代命題，致力培育國際人
才，6月28日上午與天下雜誌共同於臺北寒舍艾美酒店舉辦「國際新人才 成功
方程式 未來人才趨勢論壇」，邀請成大蘇慧貞校長與五國產官學界領袖共議國
際化人才必備能力，並與臺南成大學生連線視訊，創新平台讓師生齊聚探討培
育國際化人才的重要性與關鍵所在，如何讓臺灣人才在國際舞台大放異彩。

  臺北場論壇邀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英國文化協會處長羅瑞福、加拿大駐
台北貿易辦事處貿易暨投資處處長敬獵人、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主任金郁
夫、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司長李彥儀、美國在台協會代理處長柯傑民、紐
西蘭商工辦事處代表馬嘉博，以及美光科技台灣招募處長張嵋嵐，分別代表
產、官、學界，闡述臺灣如何培育國際化人才的獨到觀點。

  「我們一直有個信念是，透過通力合作能讓世界更好。」成功大學校長蘇慧
貞開場致詞表示，一直以來成大持續回望長期累積的經驗與事蹟，思考如何在
學術端創造有助於培育國際化人才的環境與未來。「我一直相信大學應作為社
會的燈塔，持續產生推動社會改變的力量。」她提及國內的企業中有70%企業
認為國際競爭力是成為全球公民一項重要能力，並強調高等教育對於未來人才
的展望。「我們一直在持續思考哪些面向需要加強以鍛鍊人才，面對未來社會
變局。」演講中，蘇慧貞校長分享成大90週年出版的專書「給下一世代人才備
忘錄」中所揭櫫七項未來人才特質：「想像」、「敏捷」、「學思」、「智
匯」、「好奇」、「視界」、「共好」，而成大將持續以此作為人才培育的目
標。

  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以預錄影片致詞表示，臺灣的高等學府應該致力培養
學生的國際化競爭能力以投入國際就業市場，同時提升畢業生的國際移動力，
以利打造更好的職涯。他提到臺灣的人口結構正在面對嚴峻改變，未來透過產
學合作，將是培養臺灣國際競爭能力契機；同時面對未來更多國際學生來台就
讀，臺灣的高等學府應該及早預備，打造國際化的學研環境。

  臺北論壇在豐富的交流中劃下完美句點。蘇慧貞校長總結表示，此次有產官
學者齊聚一堂交流珍貴的觀點，非常感激，而成大致力建立各領域的人才庫以
支持並促進台灣產業轉型。一路以來成大培育許多畢業生遍布世界各地，參與
國內外社會改變的進程，也一再透過實際作為證明成大是一所持續進步、革新
的大學，為此，蘇慧貞校長期許高等教育學府皆能攜手並進、齊心協力，「現
在只是一個開始，讓我們一起努力，為了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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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人才成功方程式策展臺南場成大登場 吸引近百名師生參與

【記者李嘉祥／台南報導】 2022/06/30

▲國際新人才成功方程式、未來人才趨勢策展臺南場在國立成功大學未來館舉行，吸引近
百名師生參與，盼了解更多全球教育趨勢。（記者李嘉祥攝）

國際新人才成功方程式、未來人才趨勢策展臺南場28於國立成功大學未來館舉行，邀集美
國在台協會、澳洲在台協會、加拿大辦事處、英國文化協會與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等
單位共同參展，介紹國際教育資源，吸引近百名師生到場，並與臺北會場連線，盼能了解
更多全球教育趨勢，並與專業人員商討不同的學涯規劃。

成大副教務長蔡群立針對教育部在2021年9月提出的「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計畫」做簡
報。他表示，在全球競爭狀態下，成大持續推動EMI（non-English Speaking Institutions）
課程，鼓勵老師使用英語教授專業課程，學生在高中、大學習得的英語只是單純英語能力
的訓練，EMI課程可以讓學生學習專業英語，例如經濟系學生將英語結合專業，可以更加
了解國際金融趨勢，創造出自然的學習環境，盼能藉此提升學生的專業英語能力。

成功大學國際長王筱雯感謝眾多機構到場設置攤位，提供學生第一手國際教育資源。她指
出，學習外語不僅是增進溝通，也打開不同的視野，面對變化萬千的未來，成大除提供多
元的英文學習環境給外籍生，更讓本籍生擁有到國外進修、實習的機會，紮實推進的教育
資源，打造在地國際化生態，盼能培養更多具國際競爭力的人才。

成大國際處也說明成大雙語政策，核心目標是透過語言、知識、理解、態度與價值，提升
學生的全球競合力，不僅推動校園國際化，更希望透過各種方式鼓勵學生走出國際，不僅
有學伴計畫（國際接待義工），讓外籍生適應本地生活，也透過國際競合力學習護照，整

http://61.222.185.194/?CID=620430&FID=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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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校內資源與活動，讓學生追蹤自我成長狀況，同時提供165所學校的國際交換學生計畫，
讓成大學生與世界

到場看展的成大護理系大四黃同學說，設定目標是最重要的，下學年即將要去新加坡交換
學生一學期，決定學涯規劃後即開始安排相關雙語課程，發現學校提供豐富資源，參與過
論壇後也加深自己的決定；成大生科產業系博士生柯同學說，未來有去德、美留學想法，
學校提供系上許多相關的交換計畫，特來參考留學資訊；南台科大工業管理學系大二劉同
學也特地來參加講座，未來計畫出國唸書，聽完論壇更覺得必須要增進英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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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
 【記者孫紹逸／南市報導】國立成功大學肩負時代命題，致力培育國際
人才，6月28日上午與天下雜誌共同於臺北寒舍艾美酒店舉辦「國際新人才
成功方程式 未來人才趨勢論壇」，邀請成大蘇慧貞校長與五國產官學界領
袖共議國際化人才必備能力，並與臺南成大學生連線視訊，創新平台讓師
生齊聚探討培育國際化人才的重要性與關鍵所在，如何讓臺灣人才在國際
舞台大放異彩。

  臺北場論壇邀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英國文化協會處長羅瑞福、加拿
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貿易暨投資處處長敬獵人、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主
任金郁夫、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司長李彥儀、美國在台協會代理處長
柯傑民、紐西蘭商工辦事處代表馬嘉博，以及美光科技台灣招募處長張嵋
嵐，分別代表產、官、學界，闡述臺灣如何培育國際化人才的獨到觀點。

  「我們一直有個信念是，透過通力合作能讓世界更好。」成功大學校長
蘇慧貞開場致詞表示，一直以來成大持續回望長期累積的經驗與事蹟，思
考如何在學術端創造有助於培育國際化人才的環境與未來。「我一直相信
大學應作為社會的燈塔，持續產生推動社會改變的力量。」她提及國內的
企業中有70%企業認為國際競爭力是成為全球公民一項重要能力，並強調
高等教育對於未來人才的展望。「我們一直在持續思考哪些面向需要加強
以鍛鍊人才，面對未來社會變局。」演講中，蘇慧貞校長分享成大90週年
出版的專書「給下一世代人才備忘錄」中所揭櫫七項未來人才特質：「想
像」、「敏捷」、「學思」、「智匯」、「好奇」、「視界」、「共
好」，而成大將持續以此作為人才培育的目標。

  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以預錄影片致詞表示，臺灣的高等學府應該致力
培養學生的國際化競爭能力以投入國際就業市場，同時提升畢業生的國際
移動力，以利打造更好的職涯。他提到臺灣的人口結構正在面對嚴峻改
變，未來透過產學合作，將是培養臺灣國際競爭能力契機；同時面對未來
更多國際學生來台就讀，臺灣的高等學府應該及早預備，打造國際化的學
研環境。

  臺北論壇在豐富的交流中劃下完美句點。蘇慧貞校長總結表示，此次有
產官學者齊聚一堂交流珍貴的觀點，非常感激，而成大致力建立各領域的
人才庫以支持並促進台灣產業轉型。一路以來成大培育許多畢業生遍布世
界各地，參與國內外社會改變的進程，也一再透過實際作為證明成大是一
所持續進步、革新的大學，為此，蘇慧貞校長期許高等教育學府皆能攜手
並進、齊心協力，「現在只是一個開始，讓我們一起努力，為了更好的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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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女售「快篩陽試劑鑰匙圈」：不想考試可購入 全網撻
伐

setn.com/News.aspx

生活中心／台北報導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13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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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女學生販售快篩陽性的試劑。（圖／翻攝自Dcard）

國內新冠本土疫情仍未停歇，但近日已過高原期，日前有1名成功大學女學生確診後，竟
在「二手交流買賣」的社團販售「快篩試劑鑰匙圈」，不過仔細一瞧發現，快篩試劑上竟
是「2條線」，宣傳內容更指出，若有人想確診、不想考試，都可以購入。文章公開後被
許多人轉貼，更有大批網友留言撻伐。

臉書社團「《成大限定》Market版 二手交流買賣 v2.0」日前出現1則貼文販售「獨家快篩
試劑鑰匙圈」，每個價格100元，女大生也在文中寫下，她和好友考完期末考後開心夜
衝，不料這幾天朋友們陸續確診，也包含她，也許是因為關出毛病了，所以「製作了快篩
陽鑰匙圈，此鑰匙圈獨家限量版只在成大二手版售出」。

女大生也指出，適合送給「想確診的朋友、不想實體考試的朋友、不想上班的朋友，或是
自己使用都非常時尚。」她最後更直喊，該款鑰匙圈獨家限量，要買要快，售完就沒了，
「放久了試紙可能會出現汙漬屬於正常現象，請安心使用。」

販售文章曝光後被其他網友截圖轉貼至社群軟體Dcard，並直呼「陽性快篩拿來開玩
笑？」這樣真的妥當嗎？貼文底下隨即湧入大批網友回應「所以是真的測過的喔！我以為
是用其他東西做的」、「笑死，她原本還PO限動炫耀」、「自以為幽默」、「原味快
篩」、「真的自以為幽默」、「要發這種文也是很有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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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是當事人的女網友回應。（圖／翻攝自Dcard）

對此，女大生也現身回應，「哈囉我是發文的本人，有人在下面留言提到這件事不適合拿
來開玩笑後我就刪文囉！也有人私訊問我能不能賣，但我們最後也的確是沒有賣，請大家
當作是不好笑的玩笑看看就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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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30, 2022

成大妹快篩陽 自製「原味鑰匙圈」：賣給想確診的朋友
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630001672-260405

成大女學生快篩陽性，突發奇想把試劑做成鑰匙圈販售。(翻攝自Dcard)

字級設定：小中大特
篩出陽性的快篩試劑也能拿來賣？一名成大女學生在校內的二手交流買賣臉書社團販售
「獨家快篩試劑鑰匙圈」，上頭的快篩陽性2條線清清楚楚，還寫道「社會在走，陽性要
有」，想確診、不想考試的人都可以購入，讓同校學生看傻眼並轉發到Dcard。

這名成大女學生在臉書社團「《成大限定》Market版 二手交流買賣 v2.0」發文賣快篩試
劑鑰匙圈，一個售價100元，表示考完期末考後與好友開心夜衝，結果這幾天朋友陸續確
診，她也不例外，其中有位朋友可能隔離到關出毛病，突發奇想把快篩陽試劑做成鑰匙
圈放在成大二手交易社團出售。

這名女學生說，快篩試劑鑰匙圈適合送給想確診、不想考實體考試、不想上班的朋友，
「獨家限量，要買要快」。販售文PO出後，立即被其他成大學生轉發到Dcard，傻眼直
呼陽性快篩能拿來開玩笑，「有污染性的檢測試劑這樣玩，真的妥當嗎」。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630001672-260405?chdtv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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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其他網友也傻眼，紛紛留言：「哪個系的？」、「笑死她原本還po限動炫耀」、
「自以為幽默的猴子」、「原味快篩」、「真的是自以為幽默」，事後發販售文的女學
生也出面道歉，「有人在下面留言提到這件事不適合拿來開玩笑後我就刪文嘍，也有人
私訊我問能不能賣，但我們最後也是沒有賣，請大家當作是玩笑看看就好」。

對於快篩試劑陽性要怎麼處理，疫情指揮中心表示，在家使用過的快篩試劑若是陽性，
要裝到密封袋中，一起帶去醫院或篩檢站，或是放入密封袋中丟棄。如果結果是陰性，
仍要裝到袋子裡密封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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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oday新聞雲 June 30, 2022

成大妹快篩陽「自製原味鑰匙圈」：賣給想確診的朋友 同
校生傻眼

ettoday.net/news/20220630/2283755.htm

▲快篩陽。示意圖，與本文無關。（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很多大學都有在臉書開設「二手交流買賣」的社團，日前就有一名成大的女學生發文販售
「獨家快篩試劑鑰匙圈」，且上頭就是「2條線」，內容更寫道，倘若有人想確診、不想考
試，都可以購入。該文貼出沒多久後，就被其他學生轉貼至Dcard上抨擊，直呼這樣開玩笑
妥當嗎？

「社會在走，陽性要有！」該名女學生在臉書社團「《成大限定》Market版 二手交流買賣
v2.0」發文販售「獨家快篩試劑鑰匙圈」，一個100元。女學生在文中表示，她和好友考完
期末考後，便開心夜衝，怎料這幾天朋友們紛紛確診，而她也不例外，或許是因為關出毛
病了，所以「製作了快篩陽鑰匙圈，此鑰匙圈獨家限量版只在成大二手版售出」。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20630/22837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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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學生販售快篩試劑鑰匙圈。（圖／翻攝自Dcard）

該名女學生更表示，有的鑰匙圈可能會有神祕人的簽名，適合送給「想確診的朋友、不想
實體考試的朋友、不想上班的朋友，或是自己使用都非常時尚。」她最後更直喊，該款鑰
匙圈獨家限量，要買要快，售完就沒了，「放久了試紙可能會出現汙漬屬於正常現象，請
安心使用。」

販售文章曝光後，就有另名女網友截圖轉貼至Dcard成功大學板，直呼「陽性快篩拿來開玩
笑？」檢測試劑這樣玩，真的妥當嗎？

https://www.dcard.tw/f/ncku/p/239303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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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生覺得此舉不妥。（圖／翻攝自Dcard）

貼文底下，網友紛紛回應，「哪個系的」、「蛤？所以是真的測過的喔！我以為是用其他
東西做的」、「笑死，她原本還PO限動炫耀」、「自以為幽默」、「原味快篩」、「真的
自以為幽默」、「要發這種文也是很有勇氣」。

▲自稱是當事人的女網友回應。（圖／翻攝自Dcard）

而原本販售的女學生也現身回應，「哈囉我是發文的本人，有人在下面留言提到這件事不
適合拿來開玩笑後我就刪文囉！也有人私訊問我能不能賣，但我們最後也的確是沒有賣，
請大家當作是不好笑的玩笑看看就好，謝謝」。

根據「民眾使用 COVID-19 家用快篩試劑指引」，使用試劑後，若快篩結果為陽性，必須
配合防疫人員指示處理已使用過的採檢器材；倘若要至鄰近社區採檢院所進一步檢測，則
要將使用過的採檢器材以塑膠袋密封包好，攜帶至社區採檢院所並交給院所人員。至於快
篩結果陰性者，快篩試劑用塑膠袋密封包好後，以一般垃圾處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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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網上賣「原味快篩陽」鑰匙圈 緊急下架仍遭出征
udn.com/news/story/7320/6425458

2022-06-30 05:36 聯合報／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成大學生賣二手用品的臉書粉絲專頁，最近出現有人在賣「快篩陽鑰匙圈」，把有兩條
線、新冠肺炎陽性的快篩劑做成鑰匙圈販售，還強調「適合送給不想考試、上班的人」、
「要買要快、獨家限量販售」，被網友批「一點都不好笑」、「會傳染病的東西還拿出來
賣」，雖然事後把發文刪除，仍然遭到其他網友出征。

目前在臉書「《成大限定》Market版二手交流買賣」粉絲頁已經看不到這則貼文，但被網
友截圖，並轉發到Dcard，引發網友後續討論。

這個臉書粉絲專頁有5萬多名成員，平常很多學生在上面販售用過的家具、參考書等，但最
近有網友以「社會在走，陽性要有」為題，貼出要賣快篩陽性鑰匙圈，售價100元，還有相
關照片。

這名女網友陳述，期末考之後就跟朋友開心的到塔塔加遊玩，隔天又在家中相聚，結果過
了幾天大家紛紛確診，自己也不例外，其中有朋友「可能被隔離關出毛病」，突發奇想把
自己兩條線陽性的快篩劑，做成鑰匙圈，特別拿到網上販售。

網友還強調，「適合送給想確診的朋友、不想實體考試的朋友、不想上班的朋友、或是自
己使用都非常時尚」、「獨家限量，要買要快，此次售完就沒了，心動不如馬上行
動！！」、「放久了試紙可能會出現汙漬屬於正常現象，請安心使用」。

由於售價並不貴，網友可能是基於開玩笑的心情貼文，但是卻引發多數的網友批評，認為
「這一點都不好笑」、「居然還有人賣原味快篩、天阿」、「這種事情不應該拿來開玩笑
吧」、「自以為幽默」。

網友事後把貼文刪除，也在Dcard上表示「請大家當作是不好笑的玩笑看看就好謝謝」，並
說有人私訊要跟她買，但是她真的沒賣，仍然被網友批評。

https://udn.com/news/story/7320/6425458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https://www.dcard.tw/f/ncku/p/23930304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F%AB%E7%AF%A9%E9%99%BD%E6%80%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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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在網路上販售陽性快篩劑製成的鑰匙圈，引發網友出征。圖／D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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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在網路上販售陽性快篩劑製成的鑰匙圈，引發網友出征。圖／D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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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在網路上販售陽性快篩劑製成的鑰匙圈，引發網友出征。圖／D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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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在網路上販售陽性快篩劑製成的鑰匙圈，引發網友出征。圖／D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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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女生賣「快篩陽試劑鑰匙圈」稱非常時尚 遭出征後急
刪文

appledaily.com.tw/life/20220630/8F7F85BB32705BE5A270B4C327

女大生販售訊息被轉貼到Dcard社群，引起網友熱議。翻攝Dcard

日前臉書「二手交流買賣」社團一名成大女學生發文要販售「獨家快篩試劑鑰匙圈」，還
強調如果想確診不想考試，都可以購入；隨後販售訊息被轉貼到Dcard社群，引起網友熱
議，由於快篩試劑呈現陽性確診，也馬上遭到網友出征，發文女學生見事態擴大，趕緊刪
文強調是開玩笑。

女大生在臉書《成大限定》Market版二手交流買賣社團發文說，她和朋友遊玩後紛紛確
診，其中有友人突發奇想，製作快篩陽鑰匙圈，強調鑰匙圈是獨家限量版只在成大二手版
售出，並稱適合送給想確診、不想實體考試、不想上班或自己使用都非常時尚。

https://www.appledaily.com.tw/life/20220630/8F7F85BB32705BE5A270B4C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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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生在臉書《成大限定》Market版二手交流買賣社團發文。翻攝臉書《成大限定》
Market版

發文隨後被轉傳到Dcard成功大學版，引起網友熱議和出征，網友批評「有污染性的檢測試
劑這樣玩，真的妥當嗎」「蛤？所以是真的測過的喔！我以為是用其他東西做的」、「自
以為幽默」、「原味快篩」。

發文女大生之後刪文，並表示快篩試劑鑰匙圈雖然有人私訊詢問能不能賣，但最後並沒有
賣出，希望「大家當作是不好笑的玩笑看看就好。」（地方中心劉榮輝／台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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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鄭啟明 June 30, 2022

成大「國際新人才 成功方程式－未來人才趨勢論壇與策展」
ctee.com.tw/industrynews/cooperation/669652.html

國際化是未來世界的新常態，為培育台灣人才接軌國際，並且呼應國際企業來台深耕，讓
台灣產業連結全球，向來致力於為世界培養未來國際人才的國立成功大學，於6月28日
（二）舉辦「國際新人才  成功方程式－未來人才趨勢論壇」，並分別規劃了台北論壇、台
南策展等活動。

在台北的現場，除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司長李彥儀與國立成功大學
校長蘇慧貞出席之外，還邀請英國文化協會處長羅瑞福、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貿易暨
投資處處長敬獵人、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主任金郁夫博士、美國在台協會代理處長
柯傑民、紐西蘭商工辦事處代表馬嘉博、美光科技台灣招募處長張嵋嵐，以「國際新人才
—不可缺少的全球競合力」為主題，藉由演講與跨界對話，闡述對於臺灣培育國際化人才
的獨到觀點。而台南策展則同步進行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德國等國際教育展，吸
引上百位學生參與，還同步以視訊連線的方式與台北論壇的講者進行線上發問，零時差一
同走進世界地球村。

成大校長蘇慧貞在演講中，特別指出成大 90 週年出版的專書《給下一世代人才備忘錄》中
所揭櫫之七項未來人才特質：「想像」、「敏捷」、「學思」、「智匯」、「好奇」、
「視界」、「共好」，並表示成大將持續以此作為人才培育的目標。美國在台協會代理處
長柯傑民表示，國際化人才需要具備尖端技術的know-how、全球觀點與良好的領導力、溝
通力以及英語環境下的語言運用技巧與國際觀。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貿易暨投資處處

https://ctee.com.tw/industrynews/cooperation/6696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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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敬獵人，則特別推崇成功大學於 2019 年與加拿大政府所支持的全國性非營利組織
「Mitacs」簽訂的合作備忘錄，透過提供學生獎學金，讓雙方赴對方國家實習，他相信這
是雙方攜手改變世界所踏出穩健的一步。

在台南成大未來館的展場中，上百名來自成大、中山、台科大、南台等大學的青年學子，
以及關心學子下一階段國際學習規劃的家長皆到場參加。藉由同步視訊的創新平台，不僅
讓台北的講者、貴賓感受到了台南現場來賓的熱情，身在台南的來賓也能遠距同步聆聽論
壇、甚至互動。多位台南場來賓更以全英文提問，一位參與的同學即提到「教育部門與產
業/商務部門如何聯手推動台灣人才國際化？學生如何由教育及產業/商務部門獲得國際化資
源？」，也獲得與談貴賓的寶貴建議。

除了連線台北論壇，成大副教務長蔡群立特地現身說明成大如何推動雙語教學計畫
（EMI)。他表示，EMI課程乃銜接成功大學自2007年就開始推展的雙語教學，其重點並非
僅止於學習英文，而是將英文融入重點課程，並提升專業英文能力。蔡群立副教務長說，
為了消弭門檻，成大規劃的EMI課程並非全英文授課，而是70%英文，並以30％中文輔
助，同時今年9月將上架的20支各項專業雙語基本課程教學影片，即是為進入EMI課程銜
接，細緻的規劃，目標就是提升學生的全球競爭力。

成大國際長王筱雯也表示，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討論，共同解決國際議題是很重要的。雙
語教學計畫不是僅增加語言能力，而是提供資源環境創造參與國際的機會，可銜接學生的
國際發展計畫，讓同學進入國內外不同的國際場域，開展各種合作，並讓學生能夠參與全
球議題的對話，進而解決全球問題。

成功大學的雙語教學兼具深度與廣度。不僅有「全球競合力培養中心」，藉由「全球移動
力論壇」、「學生主導計畫」以及「學生輔導」等各種學程與服務，培養學生的全球競合
力。更成立虛擬學院「國際永續學院」，提供全英語跨領域永續發展學分學程，以及跨域
永續碩士學程。同時透過打造雙語校園，將英語融入校園生活與專業學習。

在二階段論壇、演講之間，台南場現場另一重頭戲即是來自國內外針對國際化人才之高等
教育資訊展出，除了成大雙語教學資源中心、國際處設有展區及體驗區，更有美國在台協
會、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澳洲在台辦事處、加拿大辦事處、英國文化協會等五國駐
台單位參展，提供該國高等教育資訊並與來賓面對面互動、接受諮詢，每個攤位都非常受
到學生高度關注，學生到每個攤位都相當認真地與各代表處之人員詢問留學與交換訊息；
學生並表示對於校內所提供雙語資源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目前成大有超過11%的英語課程，有六成的老師可用英語授課，八成的行政人員可與外籍
生溝通。蘇慧貞校長強調，作為一個教育基地，成大希望培育的是具備社會關懷、國際
觀、領導力與實踐力的世界公民，同學可以在成大的雙語教學環境中，與世界各地而來、
不同的老師、研究人員、同學相互學習激盪，對不同的文化有更多的包容，培育出他們的
全球競合力，期盼能成為改變、創造未來的國際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