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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程式賽⾞隊發表第四代電動⾞
2022-08-11

成功⼤學⽅程式賽⾞隊新發表第四代電動⾞。（成⼤提供）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學⽅程式賽⾞隊發表第四代電動⾞「CK3.5」，新⾞將參與八⽉下旬舉辦的第⼆屆「ＦＳＴ台灣盃學⽣⽅

程式聯賽」，也準備前進國際賽事。

成⼤⽅程式賽⾞隊成立五年，⽬前團隊共四⼗⼈，背景橫跨理⼯、商管、規劃設計、社科、⽣科、電資等多元領

域。

成⼤⽅程式賽⾞隊總⼯程師黃啟瑋說，新⼀代電動⾞導入衍⽣式設計、⾦屬３Ｄ列印技術及使⽤熱壓碳纖板等，

讓⾞輛輕量化，總重降⾄兩百五⼗公⽄，模擬⾞輛極速約每⼩時⼀百⼀⼗公⾥，從零加速⾄每⼩時⼀公⾥所需時

間約三秒。

此次新⾞延續上⼀代CK03的外觀設計，針對內部裝配做升級，除改進了電池箱固定⽅式並增加鋼管強化⾞架以

達到合規性，使⽤新材料與專業製程增加部件強度外，更⾸次導入衍⽣式設計與採⽤⾦屬３Ｄ列印製造⾞輛部

件，配合避震器更換，將⾞內懸吊機構減去⼀半重量。

⽅程式賽⾞隊商業組組⻑黃馨葇表⽰，⾞隊⽬標是參與每年⼀度的全球學⽣最⼤⼯程賽事「Formula SAE」⼤

賽，並在三年內取得亞太地區賽事前三名，進⼀步前往歐洲賽區挑戰競爭更激烈的⽅程式賽⾞比賽。團隊也藉由

校內外參展，積極保持與廠商的良性互動，期待開拓更多⻑期合作的可能。

黃啟瑋說，受疫情影響近年來許多社團活動被迫暫停，為延續⾞隊的軟體教學與硬體操作，⾞隊會事前準備好廠

商提供的講義或說明書，再採⽤視訊或線上課程傳授新進學員，透過分派⼩型任務練習技能，延續⾞隊的經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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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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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方程式賽車隊引入新技術×車輛再進化  第4代CK3.5
亮相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方程式賽車隊發表第4代電動車

「CK3.5」，在前一代基礎上檢視賽車合規性並導入衍生式設計、金屬3D列印技術及使用熱

壓碳纖板等，使車輛輕量化、增進可靠度，總重降至250公斤；目前模擬車輛極速約為110公

里/小時，從零加速至100公里/小時所需時間約3秒，新車將參與8月22、23日於臺中麗寶國際

賽車場舉辦第2屆「FST 臺灣盃學生方程式聯賽」與各校好手一較高下，也為未來前進國際

賽事預備戰力。

成大方程式賽車隊總工程師黃啟瑋說明，此次新車延續上一代CK03外觀設計，針對內部裝

配方式做升級並採用新的加工手法，將在今年臺灣盃學生方程式聯賽(FST)深度檢視賽車設

計成效；第4代新車改進了電池箱固定方式，並增加鋼管強化車架以達到合規性；在輕量化

目標下優化車殼、前翼、底板與尾翼等空力系統設計，並使用新材料與專業製程增加部件強

度；首次導入衍生式設計與採用金屬3D列印製造車輛部件，配合避震器更換，將車內懸吊

機構減去一半重量，同時也改善電力系統電路板設計及使用車規電器連結器，在車體、底盤

與電力上，利用1年時間分別達到優化效果。

「未來世代創新人才必須從系統端整合不同科技，因此方程式賽車隊組成別具意義。」成大

副校長蘇芳慶指出，氣候變遷使電動車成為全球熱門研究議題，而成大學生能將課程學到知

識加以運用到創新實作中，發表到第4代新車是很好發揮；他非常期待車隊持續精進，待未

來參與國際賽事時將成大品牌帶到國際舞台發光發亮。

成大機械系主任屈子正表示，從第1屆成員起，學生團隊從設計、製造、測試，到整個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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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營與企業夥伴互動，都學到非常多，可見車隊在人才培育上有極大效益，也期待畢業後

成為國內外業界不可或缺人才。屈子正主任提及，每年打造賽車都要好幾百萬，如果沒有企

業夥伴支持是無法辦到，因此非常感謝企業支持，也希望學生能從中學到各領域不同專長。

成大方程式賽車隊商業組組長黃馨葇表示，車隊目標是參與每年一度全球學生最大工程賽事

「Formula SAE」大賽，但在多次未能出國比賽狀況下，車隊也會面臨參賽經驗斷層與營運

上困難；目前團隊藉由校內外參展，積極保持與廠商良性互動，期待開拓更多長期合作可

能；每年車隊也持續精進車況並積極參與國內賽事，除了向贊助商展示製作成果，也在出國

前模擬賽事氛圍、檢視車型設計並加以調整。

10日下午新車發表會上，成大方程式賽車隊分別展示了今年度各組目標與執行成果，並致贈

感謝狀給各廠商代表，廠商們也特別蒞臨現場一睹新車風采，在會後紛紛拿起手機拍攝新

車，討論新車功能設計；當天現場也有來自中興大學、高雄科技大學車隊成員到場共襄盛

舉，並與成大車隊總工程師交流製造經驗。

成大方程式賽車隊自2018年成軍至今邁入第5年，目前團隊共40人，背景橫跨理工、商管、

規劃設計、社科、生科、電資等多元領域。總工程師黃啟瑋說，受疫情影響近年來許多社團

活動被迫暫停，為延續車隊軟體教學與硬體操作，車隊會事前準備好廠商提供講義或說明

書，再採用視訊或線上課程傳授新進學員，透過分派小型任務練習技能，延續車隊經驗傳

承。

校方表示，成大方程式賽車隊共分為4組：「車體組」負責碳纖部件製作與空力套件設計、

「底盤組」負責整體賽車的機構設計及製作、「電力組」負責整台電動車的電力系統與動力

輸出、「商業組」負責對外形象建立並與廠商溝通洽談贊助協議；每組分工縝密、各司其

職，宛如一間小公司系統化運作，共同從無到有打造賽車，團隊未來希望短期內能參與日本

站賽事並通過動力測試，接著在3年內取得亞太地區賽事前3名，進一步前往歐洲賽區挑戰競

爭更激烈方程式賽車比賽，實踐賽車夢。(照片由國立成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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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方程式賽車隊 第四代「CK3.5」亮相　
曾博群  ｜2022.08.11

成功大學方程式賽車隊發表第4代電動車「CK3.5」。圖／成大提供

【記者曾博群台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方程式賽車隊發表第4代電動車

「CK3.5」，目前模擬車輛極速約為110公里/小時，從零加速至100公

里約3秒，新車將參與8月22、23日於台中麗寶國際賽車場舉辦的第二

屆「FST台灣盃學生方程式聯賽」與各校好手一較高下，也為未來前進

國際賽事預備戰力。

成大方程式賽車隊總工程師黃啟瑋說明，第4代新車改進了電池箱固定

方式並增加鋼管強化車架以達到合規性；在輕量化目標下優化車殼、前

翼、底板與尾翼等空力系統設計，並使用新材料與專業製程增加部件強

度。

同時首次導入衍生式設計與採用金屬3D列印製造車輛部件，配合避震

器更換，將車內懸吊機構減去一半重量，同時也改善電力系統的電路板

設計以及使用車規電器連結器，在車體、底盤與電力上，利用一年的時

間分別達到優化效果。

「未來世代的創新人才必須從系統端整合不同科技，因此方程式賽車隊

的組成別具意義。」成大副校長蘇芳慶指出，氣候變遷使電動車成為全

球熱門研究議題，而成大學生能將課程學到的知識加以運用到創新實作

中，發表到第4代的新車，是很好的發揮。 

成大機械系主任屈子正表示，從第一屆成員開始，學生團隊從設計、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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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測試，到整個車隊的經營與企業夥伴的互動，都學到非常多，但每

年打造賽車都要好幾百萬，如果沒有企業夥伴的支持是無法辦到，因此

非常感謝企業支持。

成大方程式賽車隊自2018年成軍至今邁入第5年，目前團隊共40人，背

景橫跨理工、商管等多元領域。總工程師黃啟瑋說，受疫情影響近年來

許多社團活動被迫暫停，車隊會事前準備好廠商提供的講義或說明書，

再採用視訊或線上課程傳授新進學員，透過分派小型任務練習技能，延

續車隊的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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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國立成功⼤學⽅程式賽⾞隊發表第四代電動⾞「CK3.5」，在前⼀代的基礎上檢視賽⾞的合
規性並導入衍⽣式設計、⾦屬3D列印技術及使⽤熱壓碳纖板等，使⾞輛輕量化、增進可靠度，總重降⾄250公⽄。⽬
前模擬⾞輛極速約為110公⾥/⼩時，從零加速⾄100公⾥/⼩時所需時間約3秒，新⾞將參與 8 ⽉ 22、23 ⽇於臺中麗寶
國際賽⾞場舉辦的第⼆屆「FST 臺灣盃學⽣⽅程式聯賽」與各校好⼿⼀較⾼下，也為未來前進國際賽事預備戰⼒。

（圖說）(左起)成⼤副校⻑蘇芳慶、成⼤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陳建旭、成⼤機械系系主任屈⼦正、賽⾞隊總⼯程師黃
啟瑋、成⼤機械系特聘教授羅裕龍共同揭曉新⾞亮相。（記者鄭德政攝） 
成⼤⽅程式賽⾞隊總⼯程師黃啟瑋說明，此次新⾞延續上⼀代CK03的外觀設計，針對內部裝配⽅式做升級並採⽤新的
加⼯⼿法，將在今年的臺灣盃學⽣⽅程式聯賽（FST）深度檢視賽⾞設計成效。黃啟瑋指出，第四代新⾞改進了電池
箱固定⽅式並增加鋼管強化⾞架以達到合規性；在輕量化⽬標下優化⾞殼、前翼、底板與尾翼等空⼒系統設計，並使
⽤新材料與專業製程增加部件強度；⾸次導入衍⽣式設計與採⽤⾦屬3D列印製造⾞輛部件，配合避震器更換，將⾞內
懸吊機構減去⼀半重量，同時也改善電⼒系統的電路板設計以及使⽤⾞規電器連結器，在⾞體、底盤與電⼒上，利⽤
⼀年的時間分別達到優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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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程式賽⾞隊成員在未能出國比賽期間，仍積極優化⾞輛性能並嘗試新技術。（記者鄭德政攝）
「未來世代的創新⼈才必須從系統端整合不同科技，因此⽅程式賽⾞隊的組成別具意義。」成⼤副校⻑蘇芳慶指出，
氣候變遷使電動⾞成為全球熱⾨研究議題，⽽成⼤學⽣能將課程學到的知識加以運⽤到創新實作中，發表到第四代的
新⾞，是很好的發揮。他非常期待⾞隊持續精進，待未來參與國際賽事時將成⼤品牌帶到國際舞台發光發亮。

（圖說）成⼤⽅程式賽⾞隊新⾞發表，邀請廠商與校內師⻑參與，會後廠商代表圍繞在⾞邊品頭論⾜。（記者鄭德政
攝）
成⼤機械系主任屈⼦正表⽰，從第⼀屆成員開始，學⽣團隊從設計、製造、測試，到整個⾞隊的經營與企業夥伴的互
動，都學到非常多，可⾒⾞隊在⼈才培育上有極⼤效益，也期待畢業後成為國內外業界不可或缺的⼈才。屈⼦正主任
提及，每年打造賽⾞都要好幾百萬，如果沒有企業夥伴的⽀持是無法辦到，因此非常感謝企業⽀持，也希望學⽣能從
中學到各領域的不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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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隊成員與成⼤副校⻑蘇芳慶（中⾞內）以及現場與會來賓於新⾞發表會上共同合影。（記者鄭德政攝）
成⼤⽅程式賽⾞隊商業組組⻑黃馨葇表⽰，⾞隊⽬標是參與每年⼀度的全球學⽣最⼤⼯程賽事「Formula SAE」⼤
賽，但在多次未能出國比賽的狀況下，⾞隊也會⾯臨參賽經驗斷層與營運上的困難。⽬前團隊藉由校內外參展，積極
保持與廠商的良性互動，期待開拓更多⻑期合作的可能；每年⾞隊也持續精進⾞況並積極參與國內賽事，除了向贊助
商展⽰製作成果，也在出國前模擬賽事氛圍、檢視⾞型設計並加以調整。
10⽇下午的新⾞發表會上，成⼤⽅程式賽⾞隊分別展⽰今年度各組⽬標與執⾏成果，並致贈感謝狀給各廠商代表，廠
商們也特別蒞臨現場⼀睹新⾞風采，在會後紛紛拿起⼿機拍攝新⾞，討論新⾞的功能設計。當天現場也有來⾃中興⼤
學與⾼雄科技⼤學的⾞隊成員到場共襄盛舉，並與成⼤⾞隊的總⼯程師交流製造經驗。
成⼤⽅程式賽⾞隊⾃2018年成軍⾄今邁入第5年，⽬前團隊共40⼈，背景橫跨理⼯、商管、規劃設計、社科、⽣科、
電資等多元領域。總⼯程師黃啟瑋說，受疫情影響近年來許多社團活動被迫暫停，為延續⾞隊的軟體教學與硬體操
作，⾞隊會事前準備好廠商提供的講義或說明書，再採⽤視訊或線上課程傳授新進學員，透過分派⼩型任務練習技
能，延續⾞隊的經驗傳承。
成⼤⽅程式賽⾞隊共分為4組：「⾞體組」負責碳纖部件製作與空⼒套件設計；「底盤組」負責整體賽⾞的機構設計
及製作；「電⼒組」負責整台電動⾞的電⼒系統與動⼒輸出；「商業組」負責對外形象建立並與廠商溝通洽談贊助協
議。每組分⼯縝密、各司其職，宛如⼀間⼩公司的系統化運作，共同從無到有打造賽⾞，團隊未來希望短期內能參與
⽇本站賽事並通過動⼒測試，接著在3年內取得亞太地區賽事前三名，進⼀步前往歐洲賽區挑戰競爭更激烈的⽅程式
賽⾞比賽，實踐賽⾞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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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睛！ 成⼤⽅程式賽⾞隊第四代「CK3.5」亮相
3 分鐘 前發布

引入新技術，車輛再進化 成大方程式賽車隊第四代「CK3.5」風光亮相！（圖：成大提供）

氣候變遷使電動車研發蔚為一股風潮，台南成功大學方程式賽車隊今（11）日發表第四代電動車「CK3.5」，新導入合

規賽車衍生式設計、金屬3D列印技術及使用熱壓碳纖板等，不但降低總重至250公斤，從零加速到時速100公里僅需3秒

鐘，期待未來參與國際賽事時擦亮成大品牌。

賽車隊總工程師黃啟瑋說明，此次新車延續上一代CK03的外觀設計，針對內部裝配方式做升級並採用新的加工手法，如

首次導入衍生式設計與採用金屬3D列印製造車輛部件，配合避震器更換，將車內懸吊機構減去一半重量，同時改善電力

系統的電路板設計並使用車規電器連結器，在車體、底盤與電力上，達到優化效果。

成大副校長蘇芳慶指出，氣候變遷使電動車成為全球熱門研究議題，而成大學生能將課程學到的知識加以運用到創新實

作中，發表到第四代的新車，是很好的發揮。他認為，未來世代的創新人才必須從系統端整合不同科技，因此方程式賽

車隊的組成別具意義。

成大機械系主任屈子正表示，成大方程式賽車隊自2018年成軍至今邁入第5年，目前團隊共40人，背景橫跨理工、商

管、規劃設計、社科、生科、電資等領域，學生團隊從設計、製造、測試，到整個車隊的經營與企業夥伴的互動，都學

到非常多，可見車隊在人才培育上有極大效益，更期待畢業後成為國內外業界不可或缺的人才。（陳婉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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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與成⼤合作　扶植⽣醫新創

 2022.08.11  文：Wa-People／李慧臻 Jane Lee  圖：Wa-People／編輯中⼼

圖說：國研院儀科中⼼與成⼤產創總中⼼舉⾏「合作備忘錄簽署暨國研院儀科中⼼成⼤辦公室揭牌儀

式」。左起國研院副院⻑林博文、儀科中⼼主任楊燿州、成⼤產創總中⼼主任莊偉哲，與成⼤副校⻑蘇芳

慶。

國科會轄下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國研院儀科中⼼），8/10⽇與國立成功⼤學產學創新

總中⼼（成⼤產創總中⼼）舉⾏「合作備忘錄簽署暨國研院儀科中⼼成⼤辦公室揭牌儀式」，簽約儀式由

成⼤蘇芳慶副校⻑及國研院林博文副院⻑擔任⾒證⼈，成⼤產創總中⼼莊偉哲主任與國研院儀科中⼼楊燿

州主任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聚焦產學合作資源共享、學術及技術合作、團隊雛型品試製與驗證合作，將

共同推動學界研發技術加值及加速新創事業成立。

蔡英文總統在2022年亞洲⽣技⼤展開幕致詞時再度強調「醫療科技及精準健康」是國家六⼤核⼼戰略產業

之⼀，國科會吳政忠主委也在⽇前表⽰，未來國科會將持續扮演「科技創新推動引擎」，⽀援基礎研究及

推動創新創業。此次合作即是為了深化產業與學界連結，執⾏國科會政策。

成⼤副校⻑蘇芳慶表⽰，成⼤⾃2011年起投入校園新創事業輔導，並於2020年設立專責輔導與加速新創

事業的新創加速中⼼，已經多次透過「成⼤創新圓夢計畫」，協助校園新創團隊成立新創公司。此外，成

⼤也提供研發、技術、⼈才等各項協助，使產業缺⼝可以快速補⾜；成⼤⽬前也是全國唯⼀取得醫材製造

及販賣商許可的⼤學，有助於研發成果產品化，使創新技術可以躍升成為產業助⼒。成⼤希望未來透過與

國研院儀科中⼼的合作，加速產品上市的期程，造福⺠眾；且能推動產業發展，讓世界看⾒台灣。

創新創業
st2.aspx?

⼤學動態
(list2.aspx?

⽣醫
(list2.aspx?

國研院
(list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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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產創總中⼼主任莊偉哲表⽰，成⼤擁有許多優秀且具前瞻性的研發技術，並有⼤南⽅科研產業化⼗⼀

校的跨校平台技術，⽽在商轉過程中，就非常需要國研院儀科中⼼的專業能量與資源，協助學界產出跨領

域技術成果。以成⼤「智慧健促服務系統」指標性案源為例，透過國研院儀科中⼼協助原型品試製、法規

輔導、GMP廠試量產，從萌芽計畫申請490萬元補助，⼀路⾛到獲得價創計畫2,663萬元補助，並衍⽣成

立智遊科技服務股份公司，⽬前朝向資⾦募集階段前進，由此顯⾒雙⽅合作具有強⼤的互補性優勢。

國研院副院⻑林博文指出，國研院提供國內產官學研界在地球環境、資通訊科技、⽣醫科技、科技政策等

領域所需的研發平台與技術服務，因此與成⼤的各系所都有合作的機會。特別是國研院向來⽀持學研技術

的創新及推升，例如儀科中⼼所負責的「創價醫材加速器平台計畫」，已多次輔導學校團隊技術加值，更

幫助串聯醫療器材產業及醫院，⼀次解決⽣醫新創在技術、驗證、法規、臨床的關卡，建構創新⽣態系，

降低研發成本及風險，讓產學合作可以加速前進商品化，提⾼產學接軌成功率。他相信透過儀科中⼼與成

⼤產創總中⼼的密切合作，可以將台灣正積極發展的⽣醫產業進⼀步推向國際市場。

國研院儀科中⼼主任楊燿州表⽰，「將學校老師的研發成果技術轉化成台灣下⼀個新創獨⾓獸」是儀科中

⼼輔導團隊的積極態度，今天在成⼤設立辦公室，集結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對財務規劃的協助，及翔宇

⽣技顧問公司在醫材檢測技術及產品法規的專⻑，讓成⼤的跨領域技術成果能落地發展為新創產業；也可

串聯廠商，發揮槓桿的⼒道，創造更⼤的經濟價值。

圖說：國研院儀科中⼼成⼤辦公室正式啟⽤，楊燿州主任（左），與莊偉哲主任共同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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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來迺阮兜 徵詢改善騎樓意⾒
2022-08-11

振興⾥社區發展協會幹事侯美惠（左）和成⼤建築研究所研究⽣欒禹景合⼒施作友善騎樓的「我老
了」平順斜坡。（記者陳俊文攝）

記者陳俊文⁄台南報導

成⼤建築研究所研究⽣欒景禹與振興社區共同合作，在開元市場附近騎樓設計平順斜坡，⼗三⽇舉辦「老朋友來

迺阮兜」活動，邀請⻑者出來試⾛，再集合⼤家使⽤後的意⾒向市府提出改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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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侯美惠表⽰，和北區開元市場同邊的騎樓，⾼低起伏，最⼤落差可達⼆、三⼗公分，⾥

⺠迭有陳情反映，尤其對⻑者還有致命的危險，使⽤輔具或輪椅的⻑輩只能改⾛交通繁忙的開元路，⼈⾞爭道，

險象環⽣。

成⼤建築研究所研究⽣和暑假在北區公所服務的⼤專⽣，依教育部ＵＳＲ計劃，針對騎樓⾼低差的議題進⾏訪視

調查。

⽬前，並由中樓社區幫忙設計三個七⼗五公分寬的⽊造平順斜坡，安置在開元市場⾄開元路⼀四八巷中間，⾼低

落差較⼤的騎樓，開放供路⼈試⾛，再由訪視員收集⾏⼈和店家意⾒，交給市府做為改善友善騎樓的參考。

欒景禹表⽰，此次⼤學社會責任ＵＳＲ計畫對象是振興、中樓和仁愛三個⾥的交通改善計畫，除平順斜坡之外，

還做了⼀輛有「暫歇椅」的⾏動戰⾞，供奉茶⽔，讓⾏動不便的⺠眾有暫時歇腳休息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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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平順斜坡，⻑者拖菜籃⾞到開元市場買菜更加⽅便。（記者陳俊文攝）

週六下午將推出「老朋友來迺阮兜」活動，邀請中樓和振興兩⾥⾥⺠和⻑者出來試⾛，調查路線擴及成⼤醫院⼈

⾏道、勝利路及開元路騎樓，再⾛⾄前美國學校所在的振興公園市集廊道，參加每⽉第⼆周六下午登場的阿嬤妳

看市集活動，並於振興⾥活動中⼼發表同理⼼地圖和街道願景報告。



2022/8/12 中午12:33 荔枝椿象出沒危害作物 台南⽤無⼈機噴灑「皂鹽」防治 | 雲嘉南 | 地⽅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6531429 1/9

荔枝椿象出沒危害作物 台南用無人機噴灑

「皂鹽」防治

2022-08-12 07:40  聯合報／  記者周宗禎／台南即時報導

荔枝椿象近年大量危害荔枝、龍眼，還噴出腐蝕性

臭液灼傷農民，台南市最近首度使用無人機噴灑非

化學農藥「皂鹽」來防治荔枝椿象，選擇東山區試

辦2公頃，預期可減少用水量並節省時間人力，解

椿象大量危害荔枝龍眼， 台南推廣用無人機噴灑「皂鹽」防治 。記者周宗禎

／翻攝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4NT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84%A1%E4%BA%BA%E6%A9%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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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山區農作缺工問題。市長黃偉哲表示，明年將擴

大辦理推廣使用。

農業局長李建裕說，荔枝椿象為近年危害荔枝、龍

眼產業主要害蟲，影響產量與品質，受驚擾時會噴

出腐蝕性臭液，人體皮膚或眼睛接觸會造成灼傷。

李建裕表示，往年防治荔枝椿象以化學農藥防治或

生物防治 方式進行 ，化學農藥防治規模達2192 公

頃，東山區為重點防治區域，約佔1000頃。生物防

治8公頃，主要在有機、友善果園施放雌性平腹小

蜂，藉其產卵寄生在荔枝椿象的卵內避免幼蟲孵化

減少族群密度。今年首度使用無人機噴灑非化學農

藥「皂鹽」來防治，選擇東山區2公頃試辦。

東山區陳姓青農指出 ，荔枝椿象剛孵化的若蟲於

4、5月間會在嫩梢及結果穗上取食，此時搭配無人

機噴灑「皂鹽」，藥液容易接觸到蟲體，隔周連續

施用三次，可以有效降低荔枝椿象密度。加上用無

人機噴藥，與傳統背負式噴藥相比，不但減少用水

量，還節省不少時間及人力，可以解決山區農作缺

工問題。

成大航空太空工程系教授黃悅民、工程科學系教授

賴維祥、雲林科大電機系助理教授陳靜茹等為農民

示範「無人機辨識荔枝椿象」、「無人機三合一搖

控器及幫浦流量控制功能之開發」、「無人機建模

及噴藥路徑優化農噴路徑」等多項新技術，期許未

來能廣泛應用，推動智慧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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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象大量危害荔枝龍眼， 台南推廣用無人機噴灑「皂鹽」防

治 。記者周宗禎／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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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推動智慧農業  首用無人機防治荔枝椿象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荔枝椿象近年危害荔枝、龍眼，還會噴出腐蝕

性臭液灼傷農民，市府今年首度使用無人機噴灑「皂鹽」(非化學農藥)來防治荔枝椿象，選

擇東山區試辦2公頃，可以減少用水量，節省時間及人力，解決山區農作缺工問題。市長黃

偉哲表示，明年將擴大辦理。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長李建裕表示，荔枝椿象為近年危害荔枝、龍眼產業之主要害蟲，影響產

量與品質外，受驚擾時會噴出腐蝕性臭液，接觸人體皮膚或眼睛會造成灼傷。

李建裕表示，防治荔枝椿象以化學農藥防治或生物防治方式進行，化學農藥防治規模達2192

公頃，東山區為重點防治區域，約佔1000頃；生物防治8公頃，主要在有機(友善)果園施放

雌性平腹小蜂，藉其產卵寄生在荔枝椿象的卵內避免幼蟲孵化減少族群密度；今年首度使用

無人機噴灑非化學農藥「皂鹽」來防治荔枝椿象，選擇東山區2公頃試辦。

東山區陳姓青農指出，荔枝椿象剛孵化的若蟲於4-5月間會在嫩梢及結果穗上取食，此時搭

配無人機噴灑「皂鹽」，藥液容易接觸到蟲體，隔週連續施用3次，可以有效降低荔枝椿象

密度；加上用無人機噴藥，與傳統背負式噴藥相比，不但減少用水量，還節省不少時間及人

力，可以解決山區農作缺工問題。

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黃悅民教授、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賴維祥教授、雲林科技大學電

機工程學系陳靜茹助理教授等，共同示範「無人機辨識荔枝椿象」、「無人機三合一搖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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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幫浦流量控制功能之開發」、「無人機建模及噴藥路徑優化農噴路徑」等多項新技術，期

許未來廣泛應用於農噴技術，推動智慧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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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智慧農業　台南首用無人機防治荔枝椿象

▲台南市長黃偉哲力推智慧農業，今年首度使用無人機噴灑「皂鹽」來防治荔枝椿象成效佳。

（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荔枝椿象近年危害荔枝、龍眼，還會噴出腐蝕性臭液灼傷農民，台南市政府今年

首度使用無人機噴灑「皂鹽」（非化學農藥）來防治荔枝椿象，選擇東山區試辦2

公頃，可以減少用水量，節省時間及人力，解決山區農作缺工的問題，市長黃偉

哲表示明年將擴大辦理。

台南市農業局長李建裕表示，荔枝椿象為近年危害荔枝、龍眼產業之主要害蟲，

影響產量與品質外，受驚擾時會噴出腐蝕性臭液，接觸人體皮膚或眼睛會造成灼

傷。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5%9C%B0%E6%96%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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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裕局長表示，防治荔枝椿象以化學農藥防治或生物防治方式進行，化學農藥

防治規模達2192公頃，東山區為重點防治區域，約佔1000頃；生物防治8公頃，

主要在有機（友善）果園施放雌性平腹小蜂，藉其產卵寄生在荔枝椿象的卵內避

免幼蟲孵化減少族群密度。今年首度使用無人機噴灑非化學農藥「皂鹽」來防治

荔枝椿象，選擇東山區2公頃試辦。 

東山區陳姓青農指出，荔枝椿象剛孵化的若蟲於4-5月間會在嫩梢及結果穗上取

食，此時搭配無人機噴灑「皂鹽」，藥液容易接觸到蟲體，隔週連續施用3次，可

以有效降低荔枝椿象的密度。加上用無人機噴藥，與傳統背負式噴藥相比，不但

減少用水量，還節省不少時間及人力，可以解決山區農作缺工的問題。

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黃悅民教授、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賴維祥教授、雲林

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陳靜茹助理教授等，共同示範「無人機辨識荔枝椿象」、

「無人機三合一搖控器及幫浦流量控制功能之開發」、「無人機建模及噴藥路徑

優化農噴路徑」等多項新技術，期許未來廣泛應用於農噴技術，推動智慧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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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全國巡迴！明日醫療 醫電跨界論壇

闞大成
2022-08-11

臺大醫院、臺大雲林分院、成大醫院、DIGITIMES共同舉辦2022智慧醫療論壇，以「明日
世界的醫療」為主題，於臺南8月19日、臺中8月26日、臺北9月16日三地舉辦。邀請成
大、臺大醫院等在地醫療與科技專家發表專題演講。為2022年臺灣醫療與科技產業盛會。
台北場活動並提供公務人員終生學習時數扣抵6小時。歡迎各界先進免費參加。上網
「DIGITIMES活動+」，搜尋關鍵字報名。

新冠疫情持續全球流行，已經永久改變許多人的生活模式：從日常作息、遠距上班、網路
購物、身分驗證，到健康生活照護……。過去受限法規、城鄉數位落差而發展緩慢的遠距醫
療，也因疫情加速應用落地，正在深刻改變傳統醫療服務、醫病關係與診療技術……。

應用場景結合新科技賦能，智慧醫療產業正迎接爆發式成長的新時代！從診療技術、醫療
IT，到醫院設計與營運……，明日世界的醫療，將帶給我們何種智慧生活新面貌？

為推動醫療與科技的跨界融合，由臺大醫院、臺大雲林分院、成大醫院、DIGITIMES共同
舉辦2022智慧醫療論壇，以「明日世界的醫療」為主題，於臺南8月19日、臺中8月26日、
臺北9月16日三地舉辦。各場論壇邀約臺大醫院遠距照護中心、內科部主任何奕倫、成大醫
院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劉秉彥、臺大雲林分院心臟外科主治醫師 許鈞…等在地醫療院所
與科技業專家與會演講，現場規劃攤位展示國內外業者醫療IT方案。為2022年臺灣醫療與
科技業盛會。

歡迎各界先進參加。即刻連上2022智慧醫療論壇活動官網報名。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30&cat1=40&cat2=26&id=0000641824_0O57AK4U3C2QZG3HH3737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search.asp?keyword=%E9%97%9E%E5%A4%A7%E6%88%90
https://www.digitimes.com.tw/Seminar/DForum_medical_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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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學分發入學於今(12)⽇公告分發結果。(⽰意圖／本報資料照)

大學分發入學公布結果 少子化致錄取率破98％創新
高

中時 李侑珊10:31 2022/08/12

字級設定：⼩中⼤特

111學年度⼤學分發入學於今(12)⽇公告分發結果，根據⼤學考試入學分發委

員會(以下簡稱考分會)統計，今年度總登記⼈數為2萬5297⼈，總錄取⼈數為

2萬5028⼈，錄取率⾼達98.94％創新⾼。

考分會執⾏秘書、成⼤教務⻑蔡群立表⽰，今年分發入學總招⽣名額為3萬

9350⼈，外加名額則有171名，⾄於缺額為1萬4493⼈，比110學年度招⽣缺

額2732⼈，增加1萬1761⼈，在於受少⼦化影響，分科測驗報名考⽣⼈數驟

降，且繁星推薦、申請入學等各管道名額回流等因素所致。

⾄於各校系表現⽅⾯，蔡群立提到，有缺額的⼤學共51所，其中公立⼤學22

所，私立⼤學29所。以僅以分發入學管道統計，其缺額比率有12所⼤學⼤於

8成。若以學群區分，缺額比率最⾼則為外語學群，占該學群名額的

62.47％，⽽皆無缺額學校計11所。

蔡群立也說，今年有269位考⽣未錄取。這269位考⽣所填寫志願數平均為29

個，亦有僅填寫1個志願者。⾄於未被錄取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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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

⽣與錄取⽣平均填寫志願數為69個，數量均超越往年。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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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科測驗放榜！錄取率達98.84%　缺額破1.4萬
共51所⼤學招不滿

53 分鐘前

今年總缺額超過1.4萬⼈。資料照片

⾸屆⼤學分科測驗已於7⽉落幕，2.5萬名考⽣完成登記分發，根據考分會統計，

111學年度總登記⼈數2萬5297 ⼈，相較於110學年度3萬4569⼈減少9272 ⼈；總

錄取⼈數2萬5028 ⼈（含特種⽣外加名額171⼈），錄取率為98.94%，111 學年

度總招⽣名額3萬9350⼈，總缺額⼈數為1萬4493⼈，佔總招⽣名額的36.83%。 

考分會執⾏秘書蔡群立指出，今年招⽣缺額數增加主要受到少⼦化影響，報名分科

測驗⼈數驟降 ，且繁星推薦、申請入學等各管道名額回流等因素所致；各分發後

的招⽣缺額計有1萬4493 ⼈，相較110學年度招⽣缺額2732⼈，增加1萬17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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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額統計。考分會提供，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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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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僅⽤分發入學管道

統計，其缺額比率有12所⼤學⼤於80%；若以學群區分，缺額比率最⾼則為外語

學群，佔該學群名額的62.47%，⽽皆無缺額學校計 11 所。  

根據考分會統計，今年缺額比率最⾼為外語學群 62.47%，其次為管理學群

53.09%；另各校缺額數最多為文化⼤學缺額2378⼈，淡江⼤學1037⼈、義守⼤學

為1007⼈，不過今年仍有台⼤、成⼤、政⼤、陽明交⼤、中央等11所頂⼤無缺

額。

針對少⼦化造成的缺額狀況，成功⼤學校⻑、考分會主委蘇慧貞也說，台灣整個⾼

等教育現況，不論是資源或是入學⼈⼝，都會陸續在後⾯幾年⾯對更多挑戰，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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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必須重新整頓發展特⾊，並務實看待發展資源，同時要活化跟社會發展的關係，

才能逐步處理教育場現況。

另今年有 269 位考⽣未錄取；此 269 位考⽣所填寫志願數平均為29個，也有僅填

寫⼀個志願者；對於未錄取原因，以分數未達最低錄取標準者為最多，約佔75%，

其次為檢定或採計科⽬未報考者，約佔13%。 

(陳明萱、張曜麟／台北報導)



2022/8/12 中午12:14 ⼤學分科測驗放榜！錄取率達98.84%　缺額破1.4萬共51所⼤學招不滿｜蘋果新聞網｜蘋果⽇報

https://www.appledaily.com.tw/life/20220811/850EABACEFB2031E1E299A27DE 5/8

分科測驗考⽣可於8/12-8/15進⾏查榜。陳明萱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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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入學51所大學招不滿！文大缺額逾2

千、頂大也受挫

2022-08-12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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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放榜。受

到考招改制和少子化衝擊影響，今年考生數大減，

最終缺額總計1萬4493人個，分布於51所大學，文

化大學招生缺額達2378個全台最多，頂大如清大、

台師大也罕見出現缺額。

文化大學招生缺額達2 3 7 8 個 ， 全 台 最 多 。 本報資料照片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Q2Nzk=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6%87%E5%8C%96%E5%A4%A7%E5%AD%B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B8%AB%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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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公告分發結果，並同步公

告各系組最低錄取標準等資訊。今年錄取率達98.9

4%僅269人沒有錄取、總缺額數為1萬4493個，雙

雙創下新高。

考分會執行秘書、成大教務長蔡群立表示，今年學

測數A頂標僅有10級分創新低，由於考生成績並非

太理想，因此沒有參加後續申請入學和繁星，導致

甄選入學名額都回流至分發入學。分發入學缺額較

多原因在於分科測驗報考人數相較去年減少約1.1萬

人，回流名額亦增加，以致於今年缺額數大增。

根據考分會統計，今年有缺額的大學共51所，其中

公立大學22所、私立大學29所。文化大學招生名額

多缺額亦多，今年缺額達2378個，全台最多；其次

則為淡江大學1037個，以及義守大學1007個。

公立大學今年也出現缺額，其中以國立嘉義大學最

多達299個，國立東華大學187個、國立屏東大學14

7個。頂大中，清華大學也罕見出現2個缺額，台師

大10個缺額，中興大學亦有3缺額。

無缺額的學校全台共計11所，均以頂尖大學為主。

分別為台大、成大、政大、陽明交大、中央、中山

等校。

考分會也分析，今年分發入學管道中14所私立學校

缺額比率逾75%，另有7所私校缺額比率在75%至5

0%間。公立大學若有缺額，則有17所比率在25%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9C%8B%E7%AB%8B%E5%98%89%E7%BE%A9%E5%A4%A7%E5%AD%B8


2022/8/12 中午12:29 分發入學51所⼤學招不滿！文⼤缺額逾2千、頂⼤也受挫 | ⼤學考招 | 文教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6925/6531653 3/9

以下，另有三所缺額比率在50%至25%，僅兩所比

率在75%至50%間。

成功大學校長、考分會主委蘇慧貞表示，高等教育

現況無論是入學人口到整體發展，未來幾年挑戰會

更多，建議大專校院必須從重新整頓發展特色，務

實看待發展資源並且和社會共同發展。可以試圖從

教學端強化學生職涯發展和與社會的連結，每間學

校都要一起努力，才能讓學生更能理解學校定位和

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考分 會 公告1 1 1 分 發 入學缺額學校，其中 以私立文化大學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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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數最 多 。圖表／考分 會提供

考分 會 公告1 1 1 分 發 入學缺額學校。圖表／考分 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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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入學放榜！錄取率98.94%再創新高　落
榜269人寫新低

▲首屆分科測驗後的分發入學今天放榜，錄取率98.94%再度刷新史上最高紀錄。（圖／大考

中心提供）

記者許敏溶／台北報導

111學年大學考試分發今（12日）放榜，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指出，今年登

記志願人數共2萬5297人，錄取人數為2萬5028人，錄取率98.94%，比去年錄取

率97.98%還高，再創歷史新高，今年落榜人數為269人，相較去年700人又約少

了431人，寫下近11年新低。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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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分會在今日上午8時開放查詢111年考試分發結果，並透過線上舉行登記分發放

榜說明會。考分會執行秘書、成大教務長蔡群立指出，111學年度總登記人數2萬

5297 人，相較於110學年度3萬4569 人減少9272人；總錄取人數2萬5028 人（含

特種生外加名額171人），錄取率為98.94%，111學年度總招生名額 3萬9350

人，總缺額人數為 14,493 人，佔總招生名額的 36.83%。

今年有269位考生未錄取，蔡群立表示，這269 位考生所填寫志願數平均為29

個，也有只填寫一個志願者，而未錄取原因，以分數未達最低錄取標準者為最

多，約佔 75%，其次為檢定或採計科目未報考者，約佔 13%。

考分會提醒考生，從今日起提供「分發結果說明」系統，考生可查詢所填各志願

未錄取原因。如仍有疑慮可從今天起至8月15日止，在考分會網站線上申請分發

結果複查，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考分會將統一在8月22公告複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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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入學51校有缺額逾1.4萬人創新高！缺額
數最高學校名單曝

▲大學考試分發今天放榜，受到少子化影響，今年缺額超過1.4萬人創新高。（圖／記者湯興

漢攝）

記者許敏溶／台北報導

111學年大學分發入學今（12日）放榜，受到少子化影響，今年招生名額遠高於

報名參與報名人數影響，導致今年共有51所學校出現1萬4493個缺額，遠高於去

年20所校、2732個缺額，不僅缺額數首度破萬，比去年暴增5倍，也創下歷年新

高，以僅以分發入學管道統計，其缺額比率有12所大學大於 80%；若以學群區

分，缺額比率最高則為外語學群，其中各校缺額數最多為文化大學缺額2378人，

淡江大學1037人、義守大學為1007人。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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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各大學缺額總數創歷史新高，教育部將面臨更多經營不善學校退場問題。（圖／記者許

敏溶攝）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

111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今天上午8時在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網站公告分發結

果，並同步公告各系組最低錄取標準等資訊。

https://www.u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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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會網站線上查榜按這裡 

根據考分會統計，今年各分發後的招生缺額計有 1萬4493人，相較110學年度招

生缺額2732人，增加1萬1761人，而有缺額大學共51所，其中公立大學22所，私

立大學29所；若以僅以分發入學管道統計，其缺額比率有12所大學大於80%；若

以學群區分，缺額比率最高則為外語學群，佔該學群名額的 62.47%。

根據考分會資料，今年缺額比率最高則為外語學群62.47%其次為管理學群

53.09%；另各校缺額數最多為文化大學缺額2378人，淡江大學1037人、義守大

學為1007人，但今年仍有台大、成大等11所大學沒有缺額。

考分會執行秘書、成大教務長蔡群立指出，今年招生缺額數增加，主要受到少子

化影響，報名分科測驗人數驟降，且由今年數A比較難，導致繁星推薦、申請入

學等各管道名額回流到分發入學管道等因素所致，例如今年回流名額達1萬4435

人，比去年1萬1546人增加2889人。 

https://www.u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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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入學放榜錄取率98.94％創新⾼ 51
所⼤學招不滿

⾸屆⼤學分發入學今⽇放榜，錄取率98.94%，有51所⼤學沒招
滿。（⼤考中⼼提供，資料照）

2022/08/12 09:56

〔記者楊綿傑、林曉雲／台北報導〕少⼦化衝擊猛烈，⾸屆⼤

學分發入學今⽇放榜，⼤學考試分發入學委員會今說明，錄取

率98.94%再創新⾼，考⽣少9272⼈，缺額⼤增為11761個，
僅以分發入學管道統計，12所⼤學缺額比率⼤於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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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今年有269位考⽣未錄取，此269位考⽣所填寫志願數
平均為29個，亦有僅填寫⼀個志願者；⼜其未錄取原因，以分
數未達最低錄取標準者為最多，約佔75%，其次為檢定或採計
科⽬未報考者，約佔13%。

考分會執⾏秘書、成⼤教務⻑蔡群立說明，受到少⼦化衝擊，

加上新課綱使重考⽣⼈數減少，⽽招⽣名額和去年差不多，學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8/12/4022961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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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數A較難，回流名額增加，分科測驗考⽣⼈數⼜⼤減，因此
造成缺額⼤增，錄取率也創新⾼。

今年總登記⼈數25297⼈，相較於110學年度34569⼈減少
9272⼈；總錄取⼈數25028 ⼈（含特種⽣外加名額171⼈），
錄取率為98.94%，111學年度總招⽣名額39350⼈，總缺額⼈
數為14493⼈，佔總招⽣名額的36.83%。

考分會說明，今年招⽣缺額數增加主要受到少⼦化影響，報名

分科測驗⼈數驟降，且繁星推薦、申請入學等各管道名額回流

等因素所致；各分發後的招⽣缺額計有 14493⼈，相較110學
年度招⽣缺額2732⼈，增加11,761⼈。有缺額的⼤學共51
所，其中公立⼤學22所，私立⼤學29所。

僅以分發入學管道統計，其缺額比率有 12 所⼤學⼤於 80%；
若以學群區分，缺額比率最⾼則為外語學群，佔該學群名額的

62.47%，⽽皆無缺額學校計11所。

111學年度⼤學分發入學今⽇上午8時在⼤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
會網站公告分發結果，並同步公告各系組最低錄取標準等資

訊。

考分會⾃今⽇起提供「分發結果說明」系統，考⽣可查詢所填

各志願未錄取原因。如仍有疑慮可於8⽉12⽇起⾄8⽉15⽇
⽌，於考分會網站線上申請分發結果複查，申請複查以⼀次為

限，考分會將統⼀於8⽉22⽇公告複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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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學分發入學今⽇放榜，錄取率98.94%，有51所⼤學沒招
滿。（記者楊綿傑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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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發缺額破1.4萬 全國僅11校⾜額錄取
2022/8/12 11:16（8/12 11:27 更新）

111學年度⼤學分發入學管道12⽇放榜，全國只有台⼤等11所⼤學⾜額錄取。圖為台⼤校⾨⼝。（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記者陳⾄中台北12⽇電）111學年度⼤學分發入學管道今天放榜，缺額破1.4萬名，全國只有台灣⼤學等11所

⼤學⾜額錄取。缺額最多的是中國文化⼤學，校⽅表⽰會朝本地⽣「瘦⾝」，積極轉向國際招⽣。

根據⼤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提供的資訊，今年分發入學缺額為1萬4493名，遠超過110學年度的2732名。考分會執⾏

秘書蔡群立表⽰，主因是受少⼦女化影響，分科測驗報名⼈數⼤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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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群立指出，109學年度分發入學錄取率是91.14%，110學年度明顯成⻑到97.98%，可⾒多數考⽣都不願意重考。

另外，蔡群立也分析，今年學科能⼒測驗「數學A」難度⾼，許多考⽣成績沒有很理想，連帶使申請入學管道缺額增

加，回流到分發入學，影響最終的缺額狀況。

今年只有11所學校沒有缺額，包括台灣⼤學、成功⼤學、政治⼤學、陽明交通⼤學、中央⼤學、中⼭⼤學、國立體育

⼤學、中正⼤學、國立台北⼤學、中國醫藥⼤學、台北醫學⼤學。

缺額⼈數最⾼的是中國文化⼤學，共2378名。教務⻑⽅元沂接受中央社電訪解釋，今年只要在分發管道放較多名額的

私校，都會受到很⼤影響，少⼦女化的趨勢很難避免。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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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沂也觀察到，部分校系篩選標準沒有因應少⼦女化調整，還是鎖在以往的⽔平，缺額就會明顯增加。他推測明年

開始，多數私校都會全⾯調整篩選標準，志願越後段的學校，招⽣會更為困難。

⽅元沂強調，文⼤⽬前學⽣數維持穩定，學⽣數減少仍在預期之內，分發入學仍有收到2635⼈。另⼀⽅⾯，文⼤的國

際招⽣狀況良好，加上新拿到的國際專修部計畫，可讓境外學⽣先來讀華語。推廣教育、終⾝學習、樂齡學習等也都

有所成⻑，文⼤會積極調整，也希望教育主管機關能給⼤學更多彈性。

成功⼤學校⻑蘇慧貞表⽰，台灣的⾼等教育無論從資源端、整體發展、入學⼈數等，都會⾯臨越來越多的挑戰，本質

必須重新整頓，⼤學需要定調發展特⾊，活化與社會的關係。

蘇慧貞也觀察到，今年和教育、師資培育有關的學系，無論在那個地區，缺額狀況都很明顯，志願序也被填得比較後

⾯，呈現系統性的問題，值得教育機關深入探討。

根據考分會統計，今年缺額⼈數較多的學校包括文化⼤學（2378名）、淡江⼤學（1037名）、義守⼤學（1007名）。

如果以缺額比率來說，⽞奘、⼤葉、明道、真理等校較⾼，都有超過9成以上名額沒招到學⽣。（編輯：陳政偉）

1110812

（考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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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今天(12日)放榜，今年有

2萬5,297名學生參與登記分 發 ， 最終錄取2萬

5,028人，錄取率98.94%，超越往年大學考招舊

制的錄取率，而缺額 1萬 4,493名，比率達

36.83%，也創下新高紀錄。

大學考招新制上路，往年的指考從今年起轉型為

分科測驗，各科分數也從百分制改為60級分制，

轉換新制後的首年大學分發入學招生12日公告分

發結果，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執行秘書、成

功大學教務長蔡群立表示，因為新舊制交替加上

少子化的關係，今年分科測驗的報名人數較去年

指考時，大幅減少1萬1千多人，致使今年的登記

分發人數也比去年少了9,272人，只有2萬5,297

人，最後有2萬5,028人上榜，錄取率98.94%，比

去年97.98%還要高。

蔡群立：『(原音)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今年的這個學

測數A試題比較難，所以今年回流的名額人數有增

加到1萬4,435人，另外就是總招生名額也因此增

加到3萬9,350人，但分科考試的人數卻相對減少1

萬1,832人，這也是為什麼今年的錄取率創高，達

到98.94%。』

蔡群立指出，由於分科測驗報名人數少，且繁星

推薦、申請入學等各管道的招生名額大量回流，

因此，在今年參與分發入學招生的62所大學中，

有51校、893個系組未足額錄取，總缺額1萬4,493

時間：2022-08-12 11:40 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陳國維

大學分發放榜 新制首年錄取率
98.94%超越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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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占總招生名額的36.83%，和去年相比，大幅

增加1萬1,761個缺額；進一步分析，51所有缺額

的大學包含22所公立、29所私立，若以學群區

分，缺額率最高在外語學群，占該學群名額的

62.47%，而滿招的學校則有台大、成大、政大、

陽明交大、體大、台北醫學大學等11校。

受到新舊制交替的不確定因素影響，今年的登記

生都填了更多的志願數，統計顯示，今年全體登

記生平均填寫69個志願，比去年58個增加11個，

填滿100個志願的比率也較去年的17.28%，大幅

提升到28.84%，全國錄取生平均在第14個志願序

上榜；今年有269名登記生未錄取，平均只填29個

志願，也有人只填1個志願，未錄取的原因以分數

未達最低錄取標準者最多，其次為未報考檢定或

採計的科目。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表示，考生即日起可在

「分發結果說明」系統，查詢所填的各志願未錄

取的原因，如仍有疑義，可在8月15日前，上考分

會網站申請分發結果複查，考分會將於8月22日公

告複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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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入學51所大學未滿招 高等教育面臨挑戰
曾博群  ｜2022.08.12

111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管道於今天上午放榜。受到考招改制和少子化衝擊

影響，今年考生數大減，最終缺額總計1萬4493人個，分布於51所大學。圖
／unsplash

【記者曾博群台北報導】111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管道於今天上午放

榜。受到考招改制和少子化衝擊影響，今年考生數大減，最終缺額總計

1萬4493人個，分布於51所大學，文化大學招生缺額達2378個全台最

多，頂大如清大、台師大也罕見出現缺額。

根據考分會統計，今年有缺額的大學共51所，其中公立大學22所、私

立大學29所。文化大學招生名額多缺額亦多，今年缺額達2378個，全

台最多；其次則為淡江大學1037個，以及義守大學1007個。 

公立大學今年也出現缺額，其中以國立嘉義大學最多達299個，國立東

華大學187個、國立屏東大學147個。頂大中，清華大學也罕見出現2個

缺額，台師大10個缺額，中興大學亦有3缺額。無缺額的學校全台共計

11所，分別為台大、成大、政大、陽明交大、中央、中山等校。 

考分會執行秘書、成大教務長蔡群立表示，今年學測數A頂標僅有10級

分創新低，由於考生成績並非太理想，導致甄選入學名額都回流至分發

入學。分發入學缺額較多原因在於，分科測驗報考人數相較去年減少約

1.1萬人，回流名額亦增加，以致於今年缺額數大增。 

成大校長、考分會主委蘇慧貞表示，高等教育現況無論是入學人口到整

體發展，未來幾年挑戰會更多，建議大專校院必須從重新整頓發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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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務實看待發展資源並且和社會共同發展，從教學端強化學生職涯發

展和與社會的連結，讓學生更能理解學校定位和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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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榜！分發入學錄取率98.94％創新高　文化大學缺額最多
mnews.tw/story/20220812nm006

大學考試分發今（12日）放榜，錄取率與缺額數都創歷史新高。（資料照）

生活 2022.08.12 10:49 臺北時間

記者｜張家瑋

攝影｜鏡新聞

111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今（12日）放榜，受到少子化影響，招生名額比登記分發人數還
多，造成今年有51所學校、共1萬4,493個缺額，比去年暴增5倍多，創歷史新高，其中外語
學群的缺額比率更高達62.47％；錄取率更是有98.94％，同樣是史上新高，落榜人數則為
269人，是近11年來的新低。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於12日上午8點開放查詢榜單，並舉行說明會，考分會執行秘書、
成大教務長蔡群立指出，111學年度總登記人數為2萬5,297人，比起去年的3萬4,569少了
9,272人，最後錄取人數為2萬5,028人，269人落榜，錄取率達98.94％，創歷史新高。

蔡群立表示，落榜考生平均填寫的志願為29個，也有考生只填寫1個志願，未錄取的原因以
分數未達最低錄取標準最多，約占75％，再來是檢定或採計科目未報考，約占13％。

不過在缺額方面也是歷史新高，本次缺額共有1萬4,493個，比起去年的2,732人，多了1萬
1,761人，暴增5倍多，缺額的大學也有51所，當中包括22所公立、29所私立大學，缺額數
最多的學校分別是文化大學2,378人、義守大學1,007人、亞洲大學388人。如果用學群來
看，缺額比率最高的是外語學群，占該學群名額的62.47％。

https://www.mnews.tw/story/20220812nm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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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群立指出，今年缺額數多，主要受到少子化影響，加上透過繁星推薦、申請入學的名額
回流。考分會提醒考生，從12日起可到「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網站
（https://www.uac.edu.tw/）查詢錄取名單，將開放至15日下午5點，各大學也會寄發錄
取通知單，如果對分發結果有疑慮，可在15日下午5點前申請複查。

更新時間 2022.08.12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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