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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最⼤南區就業博覽會釋1.4萬職缺 ⽉薪上看100K
2023-03-12

南台灣規模最⼤的徵才活動南區就業博覽會，⼗⼆⽇在成功⼤學光復校區熱鬧登場。（記者羅⽟如
攝）

記者羅⽟如／台南報導

南台灣規模最⼤的徵才活動南區就業博覽會，⼗⼆⽇在成功⼤學光復校區熱鬧登場。兩百五⼗四家企業提供⼀萬四千多個⼯作機會，最⾼⽉薪⼗萬元，吸引⼀萬

八千⼈次投遞履歷。

南區就業博覽會由成功⼤學與南台灣⼗⼀所⼤專院校合辦。九⽇到⼗⼆⽇先辦五⼗三場企業徵才說明會，⼗⼆⽇現場徵才。三百⼆⼗四個攤位分布於成⼤光復校

區中正堂、雲平廣場及學⽣活動中⼼前。

徵才產業涵蓋⼈⼒仲介、公營事業、半導體、交通、運輸倉儲、光電、百貨零售流通、房仲、不動產、⾦融、保險、建築、營造、科學及技術服務、教育服務、

軟體網路、電⼦電機、電信通訊、電腦周邊、製造、餐飲、觀光旅宿、環保、醫療保健等。其中以國軍招募⼀千兩百名新⾎居冠。台積電、信義房屋分別釋出⼀

千、九百四⼗五職缺位居⼆、三名。台達電、瑞昱、中科院、⼯研院也各提供五百個以上的⼯作機會。

南區就業博覽會兩百五⼗四家企業提供⼀萬四千多個⼯作機會，吸引不少求職⺠眾投遞履歷參與⾯
試。（記者羅⽟如攝）

有廠商開出最⾼⽉薪⼗萬元搶才，薪資四萬五千元⾄六萬元之間的職缺也不少。ASML、台積電、聯電、鴻海精密⼯業、聯詠、群創、華碩電腦、中華電信、瑞

昱、美商科磊、遠東⾦⼠頓科技、慧榮科技等攤位前⼈潮最多，詢問者眾。

成⼤表⽰，除了本國籍、外籍⽣，主辦單位也在就博會網⾴新增博⼠⽣需求標註，強化博⼠班畢業⽣就業布局。此次南區就博會多達⼀百七⼗⼆家企業向博⼠班

畢業⽣招⼿，另有⼀百六⼗⼆家為外籍⽣提供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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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五⼩時的就博會到下午三時⽌，粗估有⼀萬八千⼈次投遞履歷。其中⼤陸⼯程、中華電信、瑞昱、台塑，收到的履歷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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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　近萬人湧入成大求職

▲「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12日上午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熱鬧登場，現場 254 家企業提供

逾 1.4 萬個工作機會，吸引近萬名求職與求才者湧入。（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南台灣最大規模徵才活動「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12日上午在國立成功大學光

復校區熱鬧登場，現場 254 家企業提供逾 1.4 萬個工作機會，吸引近萬名求職與

求才者湧入活動會場，現場提供包含國內外的工作機會及多元類別的徵才需求，

求職氣氛熱絡。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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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

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規模盛大，徵才產業類別多元。根據求職者觀察分享，現場

部分職缺特別強調跨領域整合能力；對於非應屆畢業生求職者，企業則較重視工

作經驗累積及工作態度等。因應疫情和緩，亦有求職者表示將鎖定外商公司尋找

國外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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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副校長郭耀煌表示，大學主要任務是匯集最新、最專業的知識以及人才培

育，而不管人才、知識都需要在實戰場合發揮，積極面對未來，瞄準未來與社會

需要，才能建立緊密夥伴關係。「成大創校以來就是以社會參與為目標，我們不

停留在學術象牙塔，我們所培養的人才一定是緊密的、充分的扣合產業與社會發

展需求。很榮幸成大能跟各界合作，共同提供企業最好的人才、最卓越的研究成

果，一起努力帶動大南方創新永續發展。」

台南市勞工局長王鑫基代表市長黃偉哲出席南區就業博覽會開幕活動，並於活動

前拜訪多家企業攤位。王鑫基表示，現場很多企業提到「搶人才一定要來成大，

成大的就業博覽會不能不來，顯示產業界對本次就業博覽會相當重視。南區就業

博覽會在成大舉辦，台南市市民受惠最多，台南已連續 4 年創下六都失業率最

低，感謝各界共同努力共創亮麗佳績，祝福今日在場的企業與求職者都能心想事

成，如願成功。」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副署長許慧香表示，成大這場就業博覽會是南部

最大場，也是很多企業爭相要來的活動，每年都很搶手。希望企業與求職者能在

今日的南部暖陽中，找到最優秀的人才及最滿意的工作。「後續如有需要相關的

就業服務、職業訓練或是技能檢定甚至創業，都可以來雲嘉南就業分署及台南市

政府，大家一起合作，共同面對大缺工時代的來臨。」

[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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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現場徵才活動時間從上午 10 點開始到下午3 點結束。上午

舉行開幕儀式，多所協辦學校、公部門及產業界代表出席與會，包含：台灣應用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半導體產品處處長裴典智、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廠長莊

裕智以及台灣艾司摩爾股份有限公司招募資深經理周鈺舜。

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由成功大學與南部 11 所大專校院攜手合辦，3月9日到12日

推出 53 場企業徵才說明會，事先線上報名參加的校內外求職者不分身分與年

紀。12日現場徵才活動共開設324個攤位，徵才產業類別多元，含蓋人力仲介、

公營事業、半導體、交通、運輸倉儲、光電、百貨零售流通、房仲、不動產、金

融、保險、建築、營造、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教育服務、軟體網路、電子

電機、電信通訊、電腦周邊、製造、餐飲觀光旅宿、環保、醫療保健等。其中以

國軍招募中心徵求 1200 名新血最多；台積電、信義房屋分別以 1000、945 名居

次。另外，台達電、瑞昱、中科院、工研院也各提供 500 個以上的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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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最大攤位包含：ASML、台積電、聯電、鴻海精密工業、聯

詠、群創、華碩電腦、中華電信、瑞昱、美商科磊、遠東金士頓科技、慧榮科技

等，吸引眾多求職者駐足詢問。活動現場，多家企業推出豐富活動吸引求職者目

光，例如：台泥以電動車闖關遊戲，讓求職者透過通關遊戲認識台泥除了水泥之

外在再生能源、電動車電池、綠色能源等相關產業布局。

為強化徵才多元性，主辦單位於網頁標示本國籍、外籍生之外，再增加博士生需

求之標註，以強化博士班畢業生就業機會的佈局。根據統計，本屆博覽會共有

172 家企業有博士班畢業生需求，另有162家企業提供外籍生就業機會。2023年

新加入的協辦單位「經濟部投資業務處」（Contact TAIWAN），亦於現場設攤輔

導境外生留台工作。



2023/3/13 上午9:18 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　近萬⼈湧入成⼤求職 | ETtoday⽣活新聞 | ETtoday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30312/2457591.htm 6/7

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活動地點包含光復校區中正堂、雲平廣場及學生活動中心前

等地。成大化工所與光電所學生表示，現場攤位十分豐富，可以認識許多企業，

期待之後的南區就業博覽會「規模可以再辦更大，不要輸給北部學校！」來自高

雄大學的企管系學生，目標是想了解外商企業海外招募需求，並認為成大舉辦的

南區就業博覽會的企業類別相當齊全，且動線明確，「不用彎來彎去，非常好

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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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12日上午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熱鬧登場，現場 254 家企業提
供逾 1.4 萬個工作機會，吸引近萬名求職與求才者涌入。（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臺南報導

南臺灣最大規模徵才活動「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12日上午在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熱
鬧登場，現場 254 家企業提供逾 1.4 萬個工作機會，吸引近萬名求職與求才者涌入活動會
場，現場提供包含國內外的工作機會及多元類別的徵才需求，求職氣氛熱絡。

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規模盛大，徵才產業類別多元。根據求職者觀察分享，現場部分職缺
特別強調跨領域整合能力；對於非應屆畢業生求職者，企業則較重視工作經驗累積及工作
態度等。因應疫情和緩，亦有求職者表示將鎖定外商公司尋找國外工作機會。

成大副校長郭耀煌表示，大學主要任務是彙集最新、最專業的知識以及人才培育，而不管
人才、知識都需要在實戰場合發揮，積極面對未來，瞄準未來與社會需要，才能建立緊密
夥伴關係。「成大創校以來就是以社會參與爲目標，我們不停留在學術象牙塔，我們所培
養的人才一定是緊密的、充分的扣合產業與社會發展需求。很榮幸成大能跟各界合作，共
同提供企業最好的人才、最卓越的研究成果，一起努力帶動大南方創新永續發展。」

臺南市勞工局長王鑫基代表市長黃偉哲出席南區就業博覽會開幕活動，並於活動前拜訪多
家企業攤位。王鑫基表示，現場很多企業提到「搶人才一定要來成大，成大的就業博覽會
不能不來，顯示產業界對本次就業博覽會相當重視。南區就業博覽會在成大舉辦，臺南市
市民受惠最多，臺南已連續 4 年創下六都失業率最低，感謝各界共同努力共創亮麗佳績，
祝福今日在場的企業與求職者都能心想事成，如願成功。」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副署長許慧香表示，成大這場就業博覽會是南部最大場，
也是很多企業爭相要來的活動，每年都很搶手。希望企業與求職者能在今日的南部暖陽
中，找到最優秀的人才及最滿意的工作。「後續如有需要相關的就業服務、職業訓練或是
技能檢定甚至創業，都可以來雲嘉南就業分署及臺南市政府，大家一起合作，共同面對大
缺工時代的來臨。」

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現場徵才活動時間從上午 10 點開始到下午3 點結束。上午舉行開幕
儀式，多所協辦學校、公部門及產業界代表出席與會，包含：臺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產品處處長裴典智、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廠長莊裕智以及臺灣艾司摩爾股份
有限公司招募資深經理周鈺舜。

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由成功大學與南部 11 所大專校院攜手合辦，3月9日到12日推出 53 場
企業徵才說明會，事先線上報名參加的校內外求職者不分身分與年紀。12日現場徵才活動
共開設324個攤位，徵才產業類別多元，含蓋人力仲介、公營事業、半導體、交通、運輸倉
儲、光電、百貨零售流通、房仲、不動產、金融、保險、建築、營造、專業、科學及技術
服務業、教育服務、軟體網路、電子電機、電信通訊、電腦周邊、製造、餐飲觀光旅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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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醫療保健等。其中以國軍招募中心徵求 1200 名新血最多；臺積電、信義房屋分別以
1000、945 名居次。另外，臺達電、瑞昱、中科院、工研院也各提供 500 個以上的工作機
會。

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最大攤位包含：ASML、臺積電、聯電、鴻海精密工業、聯詠、羣
創、華碩電腦、中華電信、瑞昱、美商科磊、遠東金士頓科技、慧榮科技等，吸引衆多求
職者駐足詢問。活動現場，多家企業推出豐富活動吸引求職者目光，例如：臺泥以電動車
闖關遊戲，讓求職者透過通關遊戲認識臺泥除了水泥之外在再生能源、電動車電池、綠色
能源等相關產業佈局。

爲強化徵才多元性，主辦單位於網頁標示本國籍、外籍生之外，再增加博士生需求之標
註，以強化博士班畢業生就業機會的佈局。根據統計，本屆博覽會共有 172 家企業有博士
班畢業生需求，另有162家企業提供外籍生就業機會。2023年新加入的協辦單位「經濟部
投資業務處」（Contact TAIWAN），亦於現場設攤輔導境外生留臺工作。

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活動地點包含光復校區中正堂、雲平廣場及學生活動中心前等地。成
大化工所與光電所學生表示，現場攤位十分豐富，可以認識許多企業，期待之後的南區就
業博覽會「規模可以再辦更大，不要輸給北部學校！」來自高雄大學的企管系學生，目標
是想了解外商企業海外招募需求，並認爲成大舉辦的南區就業博覽會的企業類別相當齊
全，且動線明確，「不用彎來彎去，非常好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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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就博會近萬人湧成大  突破企業人才荒 

2023-03-12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南臺灣最大規模徵才活動「2023 南區就業博覽

會」今(12)日上午在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熱鬧登場；現場254家企業提供逾1.4萬個工作機

會，吸引近萬名求職與求才者湧入活動會場，現場提供包含國內外工作機會及多元類別徵才

需求，求職氣氛熱絡。

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規模盛大，徵才產業類別多元；根據求職者觀察分享，現場部分職缺特

別強調跨領域整合能力；對於非應屆畢業生求職者，企業則較重視工作經驗累積及工作態度

等；因應疫情和緩，亦有求職者表示將鎖定外商公司尋找國外工作機會。 「大學之所在，

是希望之所在。」

成大副校長郭耀煌開幕致詞表示，大學主要任務是匯集最新、最專業知識及人才培育，而不

管人才、知識都需要在實戰場合發揮，積極面對未來，瞄準未來與社會需要，才能建立緊密

夥伴關係；「成大創校以來就是以社會參與為目標，我們不停留在學術象牙塔，我們所培養

人才一定是緊密的、充分扣合產業與社會發展需求；很榮幸成大能跟各界合作，共同提供企

業最好人才、最卓越研究成果，一起努力帶動大南方創新永續發展。」

臺南市勞工局局長王鑫基代表臺南市市長黃偉哲出席南區就業博覽會開幕活動，並於活動前

拜訪多家企業攤位。王鑫基表示，現場很多企業提到「搶人才一定要來成大，成大就業博覽

會不能不來，顯示產業界對本次就業博覽會相當重視；南區就業博覽會在成大舉辦，臺南市

市民受惠最多，臺南已連續4年創下六都失業率最低，感謝各界共同努力共創亮麗佳績，祝

福今日在場企業與求職者都能心想事成，如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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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副署長許慧香表示，成大這場就業博覽會是南部最大場，也

是很多企業爭相要來的活動，每年都很搶手；希望企業與求職者能在今日南部暖陽中，找到

最優秀人才及最滿意工作；「後續如有需要相關的就業服務、職業訓練或是技能檢定甚至創

業，都可以來雲嘉南就業分署及臺南市政府，大家一起合作，共同面對大缺工時代來臨。」

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現場徵才活動從上午10時開始到下午15時結束，上午舉行開幕儀式，多

所協辦學校、公部門及產業界代表出席與會，包含：台灣應用材料公司半導體產品處處長裴

典智、聯華電子公司執行廠長莊裕智、台灣艾司摩爾司招募資深經理周鈺舜。

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由成功大學與南部11所大專校院攜手合辦，3月9日到12日推出53場企

業徵才說明會，事先線上報名參加校內外求職者不分身分與年紀；今(12)日現場徵才活動共

開設324個攤位，徵才產業類別多元，含蓋人力仲介、公營事業、半導體、交通、運輸倉

儲、光電、百貨零售流通、房仲、不動產、金融、保險、建築、營造、專業、科學及技術服

務業、教育服務、軟體網路、電子電機、電信通訊、電腦周邊、製造、餐飲觀光旅宿、環

保、醫療保健等。

其中以國軍招募中心徵求1,200名新血最多；台積電、信義房屋分別以1,000、945名居次；另

外，台達電、瑞昱、中科院、工研院也各提供500個以上工作機會。 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最

大攤位包含：ASML、台積電、聯電、鴻海精密工業、聯詠、群創、華碩電腦、中華電信、

瑞昱、美商科磊、遠東金士頓科技、慧榮科技等，吸引眾多求職者駐足詢問；活動現場，多

家企業推出豐富活動吸引求職者目光，例如：台泥以電動車闖關遊戲，讓求職者透過通關遊

戲認識台泥除了水泥之外在再生能源、電動車電池、綠色能源等相關產業布局。

為強化徵才多元性，主辦單位於網頁標示本國籍、外籍生之外，再增加博士生需求之標註，

以強化博士班畢業生就業機會佈局；根據統計，本屆博覽會共有172家企業有博士班畢業生

需求，另有162家企業提供外籍生就業機會；今(2023)年新加入的協辦單位「經濟部投資業

務處」(Contact TAIWAN)，亦於現場設攤輔導境外生留臺工作。

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活動地點包含光復校區中正堂、雲平廣場及學生活動中心前等地。成大

化工所與光電所學生表示，現場攤位十分豐富，可以認識許多企業，期待之後南區就業博覽

會「規模可以再辦更大，不要輸給北部學校！」來自高雄大學企管系學生，目標是想了解外

商企業海外招募需求，並認為成大舉辦南區就業博覽會企業類別相當齊全，且動線明確，

「不用彎來彎去，非常好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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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企業人才荒  南區就博會近萬人湧入成大

2023-03-12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南臺灣最大規模徵才活動「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今(12)日

上午在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熱鬧登場；現場254家企業提供逾1.4萬個工作機會，吸引近萬名求職與

求才者湧入活動會場，現場提供包含國內外工作機會及多元類別徵才需求，求職氣氛熱絡。

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規模盛大，徵才產業類別多元；根據求職者觀察分享，現場部分職缺特別強調跨

領域整合能力；對於非應屆畢業生求職者，企業則較重視工作經驗累積及工作態度等；因應疫情和

緩，亦有求職者表示將鎖定外商公司尋找國外工作機會。 「大學之所在，是希望之所在。」

成大副校長郭耀煌開幕致詞表示，大學主要任務是匯集最新、最專業知識及人才培育，而不管人才、

知識都需要在實戰場合發揮，積極面對未來，瞄準未來與社會需要，才能建立緊密夥伴關係；「成大

創校以來就是以社會參與為目標，我們不停留在學術象牙塔，我們所培養人才一定是緊密的、充分扣

合產業與社會發展需求；很榮幸成大能跟各界合作，共同提供企業最好人才、最卓越研究成果，一起

努力帶動大南方創新永續發展。」

臺南市勞工局局長王鑫基代表臺南市市長黃偉哲出席南區就業博覽會開幕活動，並於活動前拜訪多家

企業攤位。王鑫基表示，現場很多企業提到「搶人才一定要來成大，成大就業博覽會不能不來，顯示

產業界對本次就業博覽會相當重視；南區就業博覽會在成大舉辦，臺南市市民受惠最多，臺南已連續

4年創下六都失業率最低，感謝各界共同努力共創亮麗佳績，祝福今日在場企業與求職者都能心想事

成，如願成功。」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副署長許慧香表示，成大這場就業博覽會是南部最大場，也是很多企

業爭相要來的活動，每年都很搶手；希望企業與求職者能在今日南部暖陽中，找到最優秀人才及最滿

意工作；「後續如有需要相關的就業服務、職業訓練或是技能檢定甚至創業，都可以來雲嘉南就業分

署及臺南市政府，大家一起合作，共同面對大缺工時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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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現場徵才活動從上午10時開始到下午15時結束，上午舉行開幕儀式，多所協辦學

校、公部門及產業界代表出席與會，包含：台灣應用材料公司半導體產品處處長裴典智、聯華電子公

司執行廠長莊裕智、台灣艾司摩爾司招募資深經理周鈺舜。

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由成功大學與南部11所大專校院攜手合辦，3月9日到12日推出53場企業徵才說明

會，事先線上報名參加校內外求職者不分身分與年紀；今(12)日現場徵才活動共開設324個攤位，徵才

產業類別多元，含蓋人力仲介、公營事業、半導體、交通、運輸倉儲、光電、百貨零售流通、房仲、

不動產、金融、保險、建築、營造、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教育服務、軟體網路、電子電機、電

信通訊、電腦周邊、製造、餐飲觀光旅宿、環保、醫療保健等。

其中以國軍招募中心徵求1,200名新血最多；台積電、信義房屋分別以1,000、945名居次；另外，台達

電、瑞昱、中科院、工研院也各提供500個以上工作機會。 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最大攤位包含：

ASML、台積電、聯電、鴻海精密工業、聯詠、群創、華碩電腦、中華電信、瑞昱、美商科磊、遠東

金士頓科技、慧榮科技等，吸引眾多求職者駐足詢問；活動現場，多家企業推出豐富活動吸引求職者

目光，例如：台泥以電動車闖關遊戲，讓求職者透過通關遊戲認識台泥除了水泥之外在再生能源、電

動車電池、綠色能源等相關產業布局。

為強化徵才多元性，主辦單位於網頁標示本國籍、外籍生之外，再增加博士生需求之標註，以強化博

士班畢業生就業機會佈局；根據統計，本屆博覽會共有172家企業有博士班畢業生需求，另有162家企

業提供外籍生就業機會；今(2023)年新加入的協辦單位「經濟部投資業務處」(Contact TAIWAN)，亦於

現場設攤輔導境外生留臺工作。

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活動地點包含光復校區中正堂、雲平廣場及學生活動中心前等地。成大化工所與

光電所學生表示，現場攤位十分豐富，可以認識許多企業，期待之後南區就業博覽會「規模可以再辦

更大，不要輸給北部學校！」來自高雄大學企管系學生，目標是想了解外商企業海外招募需求，並認

為成大舉辦南區就業博覽會企業類別相當齊全，且動線明確，「不用彎來彎去，非常好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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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就業博覽會湧入近萬⼈ 國軍求才⼈數比台積電多

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在成功⼤學光復校區熱鬧登
場。現場254家企業提供逾1.4萬個⼯作機會，吸引
近萬名求職與求才者湧入活動會場。（成⼤提供）

2023/03/12 18:33

〔記者蔡文居／台南報導〕南台灣最⼤規模的徵才活動「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今天（12⽇）上午在成功⼤學光復校區
熱鬧登場。現場254家企業提供逾1.4萬個⼯作機會，吸引近萬名求職與求才者湧入活動會場。

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由成⼤與南部11所⼤專校院攜⼿合辦，今天現場徵才活動共開設324個攤位，徵才產業類別多元。
其中以國軍招募中⼼徵求1200名新⾎最多；台積電、信義房屋分別以1000、945名居次。另外，台達電、瑞昱、中科
院、⼯研院也各提供500個以上的⼯作機會。

成⼤表⽰，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規模盛⼤，徵才產業類別多元。根據求職者觀察分享，現場部分職缺特別強調跨領域整
合能⼒；對於非應屆畢業⽣求職者，企業則較重視⼯作經驗累積及⼯作態度等。因應疫情和緩，也有求職者表⽰將鎖定
外商公司尋找國外⼯作機會。

南區就業博覽會最⼤攤位包含ASML、台積電、聯電、鴻海精密⼯業、聯詠、群創、華碩電腦、中華電信、瑞昱、美商
科磊、遠東⾦⼠頓科技、慧榮科技等，本屆博覽會共有172家企業有博⼠班畢業⽣需求，另有162家企業提供外籍⽣就業
機會。

成⼤副校⻑郭耀煌說，很榮幸成⼤能跟各界合作，共同提供企業最好的⼈才、最卓越的研究成果，⼀起努⼒帶動⼤南⽅
創新永續發展。

勞動⼒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副署⻑許慧香表⽰，成⼤這場就業博覽會是南部最⼤場，也是很多企業爭相要來的活動，每年
都很搶⼿。希望⼤家能找到最優秀的⼈才及最滿意的⼯作。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3/03/12/4237454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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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ntiful options
Jobseekers attend a job fair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 Tainan yesterday. The event featured 254
companies offering more than 14,000 job openings, and attracted nearly 10,000 visitors, the university said.

Photo courtesy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Comments will be moderated. Keep comments relevant to the article. Remarks containing abusive and obscene language,
personal attacks of any kind or promotion will be removed and the user banned. Final decision will be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Taipei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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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 ／  社區新聞

成大校友會 法拉盛新春團宴

紐約訊  2023-03-11 02:00 ET

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日前在皇后區法拉盛舉辦新春團

宴，校友們共度佳節。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陳

珮瑩、教育組主任楊敏玲、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永

豐等出席同賀，致詞肯定校友會的努力和貢獻。校友們品嘗

豐富的道地台灣菜，並舉行幸運抽獎，現場氣氛熱烈。幸運

得主都收到由經文處和校友會董事贈送的精美禮品。會長嚴

浩瑋帶領理事會成員，經過精挑細選，最終選擇提供道地台

成功⼤學⼤紐約區校友們共度佳節。(圖與文：校友會提供)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cate/ny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7%9A%87%E5%90%8E%E5%8D%80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6%B3%95%E6%8B%89%E7%9B%9B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6%95%99%E8%82%B2


2023/3/13 上午9:03 成⼤校友會 法拉盛新春團宴 | 社區新聞 | 紐約 | 世界新聞網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390/7024561 2/2

灣菜的台灣好滋味餐廳。副會長陳翰成負責聯絡，確保活動

的順利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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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舉辦	第20期企業永續管理師授證典禮

本⽂共786字

2023/03/13 00:23:59

經濟⽇報	張傑

為呼應我國所提出的「2050淨零轉型⽬標」，加速協助各產業與機關組織培育傑出永續管理專才，建⽴標準化的企業永

續管理專業認證體系，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會與成功⼤學⾸度在共同合辦「企業永續管理師證照培訓班」，實體班(第

20期)培訓為期10週，透過80⼩時紮實國際永續遵循知識傳遞，及分組模組化演練，希冀讓學員更能掌握國際最新的各類

永續遵循規範或標準，與熟稔產業CSR個案實作演練實務，成為推進我國各產業或組織，接軌國際永續倡議趨勢的傑出

永續即戰⼒專家。

企業永續管理師證照培訓班聚集我台灣產官學界各領域專家學者，擔任專業師資群，培訓期間不僅分享產業真實案例、

國際永續相關規範以及當前學術研究最新發展趨勢，更指導學員於課堂中，進⾏腦⼒激盪與實作模擬演練，來⾃不同產

讚 0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會簡⼜新董事⻑。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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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3/13 上午10:19 成⼤舉辦 第20期企業永續管理師授證典禮 | 熱⾨亮點 | 商情 | 經濟⽇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7027074 2/5

業或機構組織的學員，可以彼此交流想法與經驗，探索未來更多元的合作機會或衍⽣創新永續商模思維。

第20期成功⼤學實體班學員，共有40位傑出學員於2⽉11⽇通過成功⼤學舉辦的企業永續管理師證照考試，並獲審查通

過，且有36位新科2023年企業永續管理師出席3⽉11⽇第20期「企業永續管理師授證典禮暨分享會」，並完成頒證儀

式。

成功⼤學沈孟儒校⻑。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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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學沈孟儒校⻑指出，未來任內將整合產官學資源，積極推動⼤學教育的教、證合⼀⼈才養成計畫，展現成功⼤學

⾝為⼀流⾼等教育學府的⼤學社會責任，並持續⽀持成⼤FinTech商創研究中⼼與台灣企業永續學院更積極展開在我國南

部的永續社會培⼒活動合作。

成功⼤學FinTech商創研究中⼼⿈宇翔主任。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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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會簡⼜新董事⻑期勉新科企業永續管理師們，⿎勵把握當前國際永續倡議持續變⾰的難得挑戰機

遇，惟有持續精進⾃⾝本職學能者才有機會掌握變⾰所帶來的成功機會，希望這⼗周培訓教育經驗，能夠啟發諸位學員

們對國際永續倡議新知的探索動機，更期勉新科企業永續管理師們將培訓期間，所獲悉的寶貴學習經驗帶回職場崗位應

⽤，為企業、更為社會栽下永續發展的機會種⼦。

第20期「企業永續管理師授證典禮暨分享會」，現場學員與貴賓⼀同合影。成⼤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3/03/13/2/20587752.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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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助醫買診療椅 台南開基⽟皇宮捐成⼤牙醫系520萬元
2023-03-12

衛⽣署南區業務組⻑林純美（左⼆）媒介開基⽟皇宮捐贈五百⼆⼗萬元給成⼤醫學院牙醫學系購買
⼗四張診療椅，昨天主委涂⼤松（左三）代表廟⽅捐款。（記者陳俊文攝）

記者陳俊文／台南報導

台南市牙醫師公會會員⼤會⼗⼆⽇下午在南紡雅悅會館舉⾏，衛⽣署南區業務組邀請台南開基⽟皇宮捐贈國立成功⼤學牙醫學系牙醫臨床技能中⼼五百萬元，主

任委員涂⼤松⼈加捐⼆⼗萬元，合計五百⼆⼗萬元，⽤來幫忙成⼤醫學院牙醫學系添贈⼗四張⽇本Yoshida牙科診療椅。

成⼤牙醫學系第⼀屆畢業⽣將於⼆O⼆五年畢業，但打仗需要武器，應屆畢業的牙醫學⽣苦無診療椅可實習，牙醫系主任黃則達表⽰，創系艱辛，包括成⼤補助

的四千萬元和牙醫師公會捐贈的⼀千兩百萬元都已⽤罄，所幸由健保署南區業務組⻑林純美媒介⽟皇宮捐贈五百萬元，加上主委個⼈加碼⼆⼗萬元，購買牙科診

療椅，讓牙醫系學⽣可增加臨床經驗，未來將所學貢獻於社會。

涂主委在致詞時強調，⾏善助⼈是送給⼦孫最好的⾝教，成⼤醫學院院⻑李經維則進⼀步補充，在東⽅的宗教觀，⼈⼈都有機會成為神明，像釋迦牟尼、關公、

媽祖，他們因悲天憫⼈、慈悲為懷、教忠勸善，最後終從⼈變成神，受到萬⼈景仰，⾏善後回報到⾃⼰⾝上，這樣的善果很值回票價。

最要感謝的是健保署南區業務組⻑林純美，近幾年在她努⼒奔⾛和穿針引線下，台南地區偏鄉⼩校已有⼆⼗三校和鄰近社區獲得牙科診療椅，被喻為南部偏鄉⼩

校的「媽祖婆」。

此次成⼤牙醫學系牙醫臨床技能中⼼獲贈⼗四張診療床，林純美昨天更直接點名將來畢業的成⼤牙醫學系學⽣：未來成為偏鄉⼩校牙科診療的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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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足聯》成大教授邀研究生協助帶隊　預計7月法國發表足球研
究
2023 年 3 月 10 日 / 作者: 路 皓惟

大專足球成功大學。（路皓惟攝）

成功大學足球隊王駿濠帶隊即將邁入第10年，由於他作為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的教授，必須兼顧授

課和帶隊工作，因此無法全程參與大專足球聯賽，因此，去年他邀請自己的研究生，也是東門城足球

俱樂部的創辦人曾柏翰來協助執教，兩人預計7月前往法國發表足球研究計畫。

王駿濠的國科會研究計畫是關於足球的研究，他與研究生曾柏翰一起合作，該研究計畫旨在建立一套

球員評量系統，預計於7月前往法國參加歐洲運動科學研討會發表研究，希望能從歐洲學者那裡得到反

饋，彼此互相交流，用於未來的足球教學上。

王駿濠表示，足球是一項多面向的運動，需要不僅僅是身體素質，還包括心理能力、決策能力和學習

能力。因此，他們設計一套教練評估系統，讓教練能夠以主、客觀地評估球員的表現，了解球員的優

勢和弱點，並制定個性化的訓練計劃。

https://gogoal.com.tw/archives/author/howardluk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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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王駿濠過去曾是田徑隊的教練，但因成大缺少足球教練，讓他一頭栽進足球的領域，

至今帶隊已經要邁入第10年，他說：「我很喜歡足球，是我放鬆心情、平衡生活的調劑。」

此外，成功大學的每一場比賽都提供現場直播，讓OB校友可以隨時關注學弟們的表現，王駿濠表示：

「成大足球隊有革命情感，大家情感很緊密，即便不能到現場加油，也會透過線上轉播關心，還會提

醒球經說畫面沒跟到。」

成大總教練王駿濠 。(圖取自成功大學足球隊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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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藝坊V-10五⼈＠台南攝影展
2023-03-10

「V-10五⼈＠台南」攝影展正在成⼤展出。（成⼤提供）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學光復校區成⼤藝坊現正舉辦「Ｖ｜１０五⼈＠台南」攝影展，展出莊靈、黃永松、郭英聲、林柏樑、劉振祥等五位藝術家V-10時期作品、台南主題拍攝

及代表作，要讓觀眾透過鏡頭重溫過去，感受滿滿的攝影熱情。

策展⼈藝術家莊靈表⽰，「Ｖ｜１０視覺藝術群（Group Visual-10）」是⼀個創⽣於⼀九七⼀年、也是台灣最早的的跨領域藝術創作團體，集結來⾃美術設

計、攝影、繪畫、報刊編輯、電視新聞和電影攝影等不同領域的⼗名藝術家。他們跳脫當時主流沙龍攝影所推崇的詩情畫意，作品呈現強烈試驗與設計性風格，

為台灣攝影闢出「現代」之路。

莊靈說，本次展覽是Ｖ｜１０在暌違⼆⼗年後再辦攝影展，邀集了還持續在創作的五個⼈參展，每個⼈都從不同時間與⾓度，留下對文化古都台南的深情與讚

嘆，希望藉此次展覽呈現Ｖ｜１０歷時五⼗年來的創作，提供給影像⼯作者、業餘愛好者等相關創作參考。

成⼤副校⻑陳⽟女對於本次展覽作品〈都市邊緣⼈〉感到印象深刻，她說，影像能補⾜記憶與歷史的不⾜，透過攝影可以看到更多沒有關⼼過或觀看過的⾯向，

明年台南即將迎來建城四百年，或許也能從此⼀⾯向回顧並了解歷史。

成⼤表⽰，「Ｖ｜１０五⼈＠台南」攝影展將展⾄四⽉⼗五⽇，每天上午九點半⾄下午五點，週⽇及國定假⽇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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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升學輔導「軍備競賽 」繁星偏離原有⽅向

112學年台成清交政繁星入學招⽣名額及比率

2023/03/12 05:30

〔記者林曉雲／台北報導〕教育部規定⼤學繁星入學名額佔總招⽣名額比率上限以⼗五％為原則，但在少⼦化衝擊下，
各⼤學幾乎都「先搶先贏」，頂尖國立⼤學也多直接開到⼗五％。台⼤也擬提⾼⾄⼗五％，教育部和⾼中多表肯定，但
也有升學輔導專家直⾔，繁星已成各⾼中升學輔導的「軍備競賽」，跟最早「縮短城鄉落差」的精神有所偏離，「鄉鄉
有台⼤⽣」的⽬標難度⾼。

鄉鄉有台⼤⽣ ⽬標難度⾼

依⼤學甄選委員會統計，⼀⼀⼆學年繁星推薦招⽣共有六⼗六所⼤學校院、⼀七八九個學系參加，招⽣名額共有⼀萬五
九八九個。教育部公布各⼤學繁星名額，台⼤三七四名（佔比約⼀○．七％），清華、陽明交⼤、成⼤、政⼤等校繁星
比率在⼗五％左右。

教育部⾼教司科⻑郭佳⾳說明，全國整體繁星推薦名額比例已逐年提⾼⾄上限⼗五％，藉此提⾼偏鄉學⽣透過繁星推薦
進入優質⼤學的機會，且落實⾼中就學社區化，達成⼗⼆年國教「⾼中均質、區域平衡」的⽬標，不過學校規模較⼤或
性質特殊者仍可例外。

台北市立陽明⾼中校⻑蔡哲銘表⽰，繁星入學對於社區型或偏鄉⾼中是非常有優勢的升學管道，學⽣因為有希望透過繁
星升學⽽更專注學習，台⼤願意提⾼繁星入學的比率，代表肯定繁星入學學⽣在⼤學的表現，對社區型⾼中的學⽣具⿎
勵作⽤。

台⼤提⾼比率 具⿎勵作⽤

嘉義縣私立協同⾼中輔導老師黃仕親表⽰，繁星校內競爭很激烈，校排前⼆⼗％才有資格申請，為維持公平公正，甚⾄
校內撕榜要全程錄影，⼀所⾼中針對三類組推薦共六⼈、且須排出順位，最多只有⼀⼈可繁星錄取台⼤，台⼤各系也會
設學測成績⾨檻，台⼤擴增繁星名額，對於過去沒有繁星錄取台⼤的⾼中是利多。

⼤學問執⾏⻑魏佳卉直⾔，繁星有存在的必要，但繁星已偏離「縮短城鄉差距」的精神，⽽是都會區社區⾼中或私校的
招⽣利器，去年繁星錄取⼈數前⼗⾼中，八校是六都學校，繁星升學輔導已成各⾼中升學輔導的軍備競賽。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3/03/12/9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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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家屬頒發林茂⽣教師賞及王育霖台語詩賞

由台灣羅⾺字協會、台文筆會、台灣教授協會、台灣教師聯盟等許多本⼟社團共同

辦理的⼆⼆八歌詩文化節於3⽉11⽇下午2:28分在台南市⼆⼆八紀念公園舉⾏並頒發

第⼀屆林茂⽣教師賞及王育霖台語詩賞。⼆⼆八歌詩文化節已持續辦理⼗多年，今

年的主軸為推動3⽉11⽇台灣教師節以紀念台灣偉⼤的教育家林茂⽣教授，同時推動

3⽉14⽇台灣詩⼈節以紀念王育霖詩⼈檢察官。林茂⽣教授的唯⼀女兒，已⾼齡87

歲的林詠梅女⼠及王育霖的公⼦王克雄博⼠均專程從美國回來參加頒獎典禮。活動

由現場與會者⼤合唱〈台灣翠青〉拉開序幕。並由曾文細創作的台語歌曲〈有名無

聲⽩紙無字〉向台灣魂獻唱，現場來賓也向⼆⼆八受難者獻上純⽩百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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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召集⼈成功⼤學台灣文學系教授兼台灣語文測驗中⼼主任蔣為文⾸先上台致詞

說明推動⼆⼆八歌詩文化節的緣由。⼆⼆八受難家屬王克雄、林承志、⼆⼆八關懷

總會會⻑王文宏及台南市副市⻑趙卿惠均上台致詞肯定主辦單位辦理⼆⼆八歌詩文

化節的⽤⼼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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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茂⽣(1887~1947)教授為台灣的⾸席教育家，其學問遠超過中國的胡適，為當時

台灣第⼀⼈。林茂⽣分別畢業於⽇本東京帝國⼤學(現在的東京⼤學)文學⼠及美國哥

倫比亞⼤學哲學博⼠。林茂⽣以《⽇本統治下台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

之歷史分析與探討》為博⼠論文，成為台灣第⼀位關⼼教育議題⽽取得博⼠學位的

台灣⼈。林茂⽣教授⼀⽣熱⼼奉獻於教育的⼯作，分別在⻑榮中學、台南師範學

院、台南商業專⾨學校、台南⾼等⼯業學校、成功⼤學(並擔任⾸任圖館館館⻑10年)

和台灣⼤學等任教，受其教誨的學⼦無數。林茂⽣堪稱為台灣的⾸席教育家。林茂

⽣教授不僅精通⽇文、英文、德文等外文，林茂⽣本⾝也精通台語⽩話字，且⽀持

與實踐台灣語文的現代化、標準化並建構以台灣⺟語為基礎的「台灣學」教育。可

惜，這麼優秀的教育家卻於1947年3⽉11⽇遭中國國⺠黨特務非法逮捕並殺害。台

文筆會會⻑陳正雄表⽰，林茂⽣教授的學⽣曾製作林茂⽣雕像送給成⼤圖書館，卻

被成⼤關在圖書館地下⼀樓的館史室，不⾒天⽇，實非頂尖⼤學應有的作法。陳正

雄進⼀步建議市府應將新的市立圖書總館更名為林茂⽣紀念圖書館以表彰他對台灣

教育及圖書管理的巨⼤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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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霖(1919~1947)於1944年獲選為⽇本京都地⽅法院檢察官，為當時⽇本本⼟第

⼀位台灣⼈檢察官。⼆戰後王育霖回到台灣並擔任新⽵市檢察官。他當時因擬對貪

汙的中國國⺠黨籍市⻑起訴⽽得罪外來中國政權，導致於1947年3⽉14⽇被便衣⼈

員帶⾛後就從此被消失，當年他才28歲。王育霖不只是檢察官，更是才華洋溢的詩

⼈，也是台灣歌謠的愛好者。

第⼀屆紀念林茂⽣教授311台灣教師節賀卡設計比賽得獎者共有六位，分別為第⼀名

顏維萱，第⼆名李書銘(Lí Su-bêng)，第三名賴學宥，評審推薦獎張以均(Tiuⁿ Í-
kun)、王苡恬，評審特別獎蔣台宇。第⼀名賞狀特別邀請林茂⽣教授的內孫林承志

先⽣代表家屬頒發。第⼆名由台灣教授協會副會⻑陳⽉妙教授頒發。第三名由台灣

教師聯盟代表王克雄頒發。評審推薦獎分別由台灣南社社⻑余景登律師及商滿⽣紀

念館創辦⼈商毓芳頒發。特別獎由台南市副市⻑趙卿惠親⾃頒發給⽬前就讀台南市

永康勝利國⼩五年級學⽣蔣台宇同學，他也是這次最年輕的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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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屆王育霖詩⼈檢察官台語詩徵文比賽得獎者共計⼗位。由於王育霖於28歲時遇

害，故這次徵文的對象以28歲以下的青年⼈為限。這次共計有52篇應徵作品，投稿

者包含⾼中⽣、⼤學⽣及社會⼈⼠。主辦單位邀請台文專家陳明仁、陳正雄、張復

聚、丁鳳珍及陳慕真五⼈擔任評審。經評審會議深入討論，挑選出前三名及優選7

位，合計10位，名單為：第⼀名李寬宏，第⼆名陳德⺠，第三名蔡振文，優選謝奕

嫻、陳語涵、顏劭庭、林芷妤、陳育恆、張逢恩、吳敬芊。其中，最年輕的得獎者

為彰化溪湖⾼中⼀年級學⽣謝奕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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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名賞狀特別邀請王育霖公⼦王克雄博⼠頒發。第⼆名由台南市副市⻑趙卿惠頒

發。第三名由台南市⼆⼆八關懷協會會⻑王克紹醫師頒發。優選7名分別由台南市台

灣語文學會創會會⻑巫義淵、台文筆會會⻑陳正雄、台灣羅⾺字協會創會會⻑張復

聚、國立台灣文學館前館⻑鄭邦鎮、台南市議員李啟維、市議員蔡筱薇、市議員李

宗霖頒發。得獎者除了上台領獎之外，還吟誦所創作的台語詩，不少現場⺠眾均感

動落淚。會後主辦單位也特別準備魷⿂粥給現場來賓。吃魷⿂粥紀念⼆⼆八台灣魂

的故事源⾃1947年3⽉10⽇台北律師公會會⻑李瑞漢與胞弟李瑞峰、國代林連宗等

正在家中使⽤魷⿂粥時卻突然被中國國⺠黨的特務闖進家中帶⾛，從此 “被消

失”。

 

台灣教師節賀卡及王育霖台語詩賞得獎作品已公布於活動網站並將陸續刊載於台灣

字期刊及台灣教會公報，有興趣的讀者可⾃⾏上網參閱

<https://ctlt.twl.ncku.edu.tw/taiwan/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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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忙⾏政難兼研究？2⼤學校⻑同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國立暨南國際⼤學校⻑武東星獲國科會傑出研究
獎。（暨⼤提供）

2023/03/11 14:56

〔記者林曉雲／台北報導〕⼤學校⻑⾏政⼯作繁重，要同時兼顧研究⼯作難度⾼，國科會近⽇揭曉「傑出研究獎」獲獎
者，國立暨南國際⼤學校⻑武東星和國立成功⼤學校⻑沈孟儒雙雙拿下傑出研究獎，相當少⾒⽽受矚⽬。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競爭激烈，申請⼈應符合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資格，「基礎研究類」的研究成果須以突破
科學問題為主，並具備學術原創性或具重要學術價值，或是研究成果具學理創新性，對學術發展有重⼤影響及貢獻。

「應⽤研究類」研究成果以解決實務問題為主，對經濟、社會、⺠⽣福祉、 環境永續、產業效益等具前瞻科技創新，改
善⼈類⽣活之知識與技術，具有重⼤貢獻及有具體事實者。111年度傑出研究獎共有80名學者及研究⼈員獲獎。

暨⼤校⻑武東星是應⽤材料與光電⼯程系教授，他說明專⻑領域為半導體光源與顯⽰器、寬能隙材料與元件、感測器材
料與元件，曾在中興⼤學材料系任教20年，3度獲得國科會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也曾獲傑出研究獎，對國內產業進⾏
技術授權案件達23件。

武東星於2021年起擔任暨⼤校⻑，他表⽰，⾃⼰對於功能性材料與鍍膜的研究始終保持熱忱，尤其是研究成果能領先全
球開發出來，進⼀步轉化為產業界所需，是將學術發表轉化為產業應⽤與創收，這種成就對於忙碌的⾏政⼯作是⼀種療
癒，研究也與擔任⼤學⾏政⼯作的關鍵很類似，要把團隊⾏政主管放在對的位置很重要，使暨⼤成為精緻有特⾊的⼤
學。

成⼤校⻑沈孟儒是藥理學科暨研究所特聘教授，他說明研究致⼒於精準醫學於癌症治療的應⽤，以改善癌症病患⽣活品
質為⽬的，研究⽅向包括化學治療引起神經病變的風險預測與治療標的辨別、預防化學治療引起神經病變的藥物開發，
將基礎醫學研究轉譯⾄臨床應⽤，有助於了解、預防與治療化療引起神經病變的機轉，進⽽規劃個⼈醫療照護⽅案，提
升癌症病患⽣活品質，也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沈孟儒表⽰，獲獎對於兼顧教學、研究及服務的臨床醫師是莫⼤的⿎勵，也是研究團隊的榮耀，研究沒有捷徑，秉持謙
卑、真實和幽默，腳踏實地，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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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學校⻑沈孟儒拿下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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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鎮靜 ⼩朋友看牙不再恐懼
2023-03-12

成醫⿇醉醫師張豪訓說，牙科鎮靜的發展讓害怕看牙醫的⼈有更舒適的選擇。（記者葉進耀攝）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常⾒使⽤於無痛胃鏡、⼤腸鏡的⿇醉鎮靜，現也使⽤在牙科治療。「牙科鎮靜」讓⼀些害怕看牙醫、無法配合的⼩朋友，也能順利完成診療。

成⼤醫院⿇醉部醫師張豪訓表⽰，鎮靜屬於⿇醉的範疇。從點滴注射⿇醉藥物，讓患者降低焦慮、失去記憶，但仍然維持⾃⾏呼吸，⾎壓⼼跳也⼤多正常，此屬

於鎮靜。若全⾝⿇醉，會讓患者難以⾃⾏維持呼吸，需進階呼吸道介入插管；或⾎壓、⼼跳可能需要介入處理，此歸類為全⾝⿇醉，⼀般常⾒於⼿術室開⼑。

他說，牙科鎮靜的對象包括嚴重恐懼焦慮的⼀般⼈、牙科治療時容易引起嘔吐反射⽽無法進⾏者，或是不敢看牙醫、無法配合的⼩朋友；另外，比較特殊的⾝⼼

障礙患者，如⾃閉症、發展遲緩，或是疾病導致無法在診所就醫者，都是可以評估的對象。

張豪訓指出，牙科鎮靜透過點滴注射⿇醉藥，必須做好治療前的評估，包含⾝⾼體重、有無其他藥物過敏史、有無其他慢性疾病，再據以訂定安全的⿇醉計畫。

並且提早做好準備的注意事項，包括確實⾜夠的空腹時間，以減少鎮靜過程因嘔吐⽽發⽣吸入性肺炎；避免近期呼吸道感染，以減少鎮靜中可能產⽣的呼吸道併

發症。治療過程也需要⽣理監測，從⼼電圖、呼吸、⼼跳、⾎壓，到⾎氧濃度，讓⿇醉醫師能夠及早發現需要介入處理的狀況，把風險降到最低。治療結束後，

和⼀般⿇醉患者⼀樣，會在恢復室等待甦醒，並觀察有無其他⾝體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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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醫世界腎臟日走入社區  宣導重視腎臟健康

2023-03-11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每年3月第2個星期四是「世界腎臟日(World Kidney

Day)」，成大醫院於3月9日世界腎臟日在門診大樓2樓門診區舉辦腎臟病衛教講座，主題是：「全民

腎康」，並將接連3週於白河、北區、左鎮及佳里深入社區健康衛教，藉著提高健康識能，填補大眾

對慢性腎臟病的認識，希望喚起大眾重視腎臟健康的重要性。

成大醫院3月9日首場衛教宣導活動，由郭育甄衛教護理師以《腎臟保健-為愛護腎.就從謹腎開始》為

題，強調慢性腎臟病早期發現及早期預防觀念與重要性，呼籲民眾重視預防保健。郭育甄護理師指

出，慢性腎臟病初期並無明顯症狀，所以不易發現；但當發生病變影響到腎臟功能且持續惡化，會演

變成尿毒症，造成病人及家庭生活品質的負擔；因此，一定要了解愛腎護腎保健，以提高自我照護能

力及生活品質，達成預防勝於治療目標。

成大醫院表示，另外，配合「世界腎臟日(World Kidney Day)」所進行一系列「健康護腎」宣導活動及

衛教講座，還包括：

(1)3月10日參與行動醫院衛教服務，由腎臟科吳政哲醫師、營養部吳紅蓮營養師、姜昇如衛教護理

師，在白河衛生所提供腎臟衛教諮詢及相關服務。

(2)3月24日於北區玉山原鄉全人關懷協會，由郭育甄衛教護理師講述《腎臟保健--您腎利了嗎？》課

程，並提供有趣衛教互動，提升民眾參與自我腎臟保健相關知能。

(3)3月25日，由腎臟科李佳駿醫師、營養部吳紅蓮營養師、郭育甄衛教護理師，於左鎮衛生所提供腎

臟保健衛教諮詢及健康服務，從醫療端各項腎功能抽血指數警示提醒，營養師再以實際食物模組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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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注意事項，最後由護理師加強生活居家及住院之衛教，加深民眾對於腎臟功能保健及腎臟病認識

和預防的觀念。

(4)3月30日，由腎臟科陳美弘、劉秀鳳及楊琬如衛教護理師在佳里衛生所提供民眾各項腎臟衛教諮詢

及活動，現場藉由醫療檢驗報告之各項腎臟指數解說，提供民眾了解腎臟疾病抽血及追蹤之重要性，

並透過帶領健康適能及活動，宣導民眾維持健康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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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福脊椎手術患者　媽祖醫院辦內視鏡手術工作坊

2023-03-12 【記者陳昭宗雲林報導】民眾常因姿勢不良等原因，產生如脊椎脫位、脊椎管狹

窄和椎間盤突出等疾病，嚴重者會出現下背痛和下肢麻木等症狀，甚需動刀。而脊椎手術在

骨科手術當中尤為艱峻，傳統手術會直接切開病灶處之皮肉，全靠醫師技術經驗，不僅風險

性高，術後傷口大且深，讓傷口照護困難重重，還容易造成感染；近年來微創手術方式不但

解決了這些問題，在手術中增加精準性、術後傷口小、恢復期短，無疑成為骨科醫師新利

器。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吳錫金院長指出，為促進脊椎微創手術有更全面性的經驗分享及

學習機會，特與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斗六分院、台灣脊椎微創內視鏡醫學會合作，在北港

媽祖醫院舉行「脊椎內視鏡模擬手術工作坊」，邀集全台各地脊椎內視鏡專家，包含中國附

醫、斗六成大、林口長庚、嘉義長庚、大林慈濟等專科醫師及國內外新進醫師，共同參加，

通過工作坊的平台分享經驗並傳遞先進知識。

副院長馮逸卿教授表示，脊椎外科醫師們透過微創手術，能夠盡量保持脊椎結構的穩定、減

少不必要的脊椎融合手術，同時幫助患者能在術後盡早恢復正常生活，達到醫學治療與患者

生活的平衡點。媽祖醫院通過跨小組合作脊椎內視鏡手術，改善了許多患者的生活質量；近

五年來，已累積約450例成功且具有挑戰性的脊椎微創手術案例，豐富的手術經驗及成功數

據，作為雲嘉地區的脊椎微創墊腳石，讓急需治療的患者能就近在雲林，享受到醫學中心等

級之醫療品質，造福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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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微創科主任曾準醫師也說，本次工作坊旨在介紹新知識，幫助更多的新手醫生在實際的

工作坊操作中，能夠實態模擬脊椎內視鏡手術；透過多間醫院手術專家相互合作與分享，促

進內視鏡手術的成熟，且藉由帶著對脊椎內視鏡有興趣的新秀醫師們，進入脊椎內視鏡新手

村練習，創造更友好的醫學交流環境。

圖說：北港媽祖醫院舉辦「脊椎內視鏡模擬手術工作坊」，邀集全台各地專家醫師分享經驗

並傳遞新知識。（記者陳昭宗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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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境模擬脊椎內視鏡　媽祖醫院辦手術交流工作坊

2023-03-12 【記者陳昭宗雲林報導】民眾常因姿勢不良等原因，產生如脊椎脫位、脊椎管狹窄和椎間

盤突出等疾病，嚴重者會出現下背痛和下肢麻木等症狀，甚需動刀。而脊椎手術在骨科手術當中尤為

艱峻，傳統手術會直接切開病灶處之皮肉，全靠醫師技術經驗，不僅風險性高，術後傷口大且深，讓

傷口照護困難重重，還容易造成感染；近年來微創手術方式不但解決了這些問題，在手術中增加精準

性、術後傷口小、恢復期短，無疑成為骨科醫師新利器。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吳錫金院長指出，為促進脊椎微創手術有更全面性的經驗分享及學習機

會，特與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斗六分院、台灣脊椎微創內視鏡醫學會合作，在北港媽祖醫院舉行

「脊椎內視鏡模擬手術工作坊」，邀集全台各地脊椎內視鏡專家，包含中國附醫、斗六成大、林口長

庚、嘉義長庚、大林慈濟等專科醫師及國內外新進醫師，共同參加，通過工作坊的平台分享經驗並傳

遞先進知識。

副院長馮逸卿教授表示，脊椎外科醫師們透過微創手術，能夠盡量保持脊椎結構的穩定、減少不必要

的脊椎融合手術，同時幫助患者能在術後盡早恢復正常生活，達到醫學治療與患者生活的平衡點。媽

祖醫院通過跨小組合作脊椎內視鏡手術，改善了許多患者的生活質量；近五年來，已累積約450例成

功且具有挑戰性的脊椎微創手術案例，豐富的手術經驗及成功數據，作為雲嘉地區的脊椎微創墊腳

石，讓急需治療的患者能就近在雲林，享受到醫學中心等級之醫療品質，造福鄉親。

脊椎微創科主任曾準醫師也說，本次工作坊旨在介紹新知識，幫助更多的新手醫生在實際的工作坊操

作中，能夠實態模擬脊椎內視鏡手術；透過多間醫院手術專家相互合作與分享，促進內視鏡手術的成

熟，且藉由帶著對脊椎內視鏡有興趣的新秀醫師們，進入脊椎內視鏡新手村練習，創造更友好的醫學

交流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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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北港媽祖醫院舉辦「脊椎內視鏡模擬手術工作坊」，邀集全台各地專家醫師分享經驗並傳遞新

知識。（記者陳昭宗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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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北港媽祖醫院「脊椎內視鏡模擬⼿術⼯作坊」，傳承創新造福病患。（媽祖醫院提供／張朝欣雲林傳真）

媽祖醫院「脊椎內視鏡模擬手術工作坊」 分享逾450起案例造福病患
中時 張朝欣16:42 2023/03/11

雲林縣北港媽祖醫院「脊椎內視鏡模擬⼿術⼯作坊」，與各醫院分享450餘例脊椎內視鏡⼿術案例。（媽祖醫院提供

／張朝欣雲林傳真）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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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學附設北港媽祖醫院，近5年來累積450餘例脊椎內視鏡⼿術案例，讓許多患者重獲新⽣，為與雲嘉地區醫

院分享⼿術經驗，造福更多⺠眾，11⽇舉辦「脊椎內視鏡模擬⼿術⼯作坊」，希望透過經驗傳承、新技術交流，讓脊

椎內視鏡⼿術更加進步完善，⽅便急需治療的患者就近享有醫學中⼼等級的醫療品質。

「脊椎內視鏡模擬⼿術⼯作坊」於媽祖醫院舉⾏，由媽祖醫院、成⼤醫院⽃六分院、台灣脊椎微創內視鏡醫學會合

作，邀集林⼝⻑庚、嘉義⻑庚、⼤林慈濟等專科醫師及國內外新進醫師共同參與，通過⼯作坊分享經驗並傳遞先進技

術。

與會醫師表⽰，有些⺠眾常因姿勢不良等原因，產⽣脊椎脫位、脊椎管狹窄與椎間盤突出等脊椎疾病，嚴重者會出現

下背痛及下肢⿇⽊等症狀，甚⾄須要動⼑，傳統⼿術會直接切開病灶處⽪⾁，全靠醫師技術經驗，不僅風險⾼，且術

後傷⼝⼤且深，容易造成感染。

脊椎⼿術在骨科⼿術當中，屬於難度較⾼的⼿術，必須非常⼩⼼謹慎，近年來運⽤內視鏡的微創⼿術，解決了傳統⼿

術的問題，可在⼿術中⼤幅增加精準性、且術後傷⼝⼩、恢復期短，成為骨科醫師新利器。

媽祖醫院副院⻑馮逸卿教授表⽰，脊椎外科醫師透過內視鏡微創⼿術，能夠盡量保持脊椎結構穩定、減少不必要的脊

椎融合⼿術，同時幫助患者在術後盡早恢復正常⽣活，達到醫學治療與患者⽣活的平衡點。

媽祖醫院脊椎微創科主任曾準指出，希望透過⼯作坊讓更多新⼿醫⽣在實際操作中，模擬脊椎內視鏡⼿術。各家醫院

⼿術專家也會合作分享，促進內視鏡⼿術的成熟，並指導新⼿醫師精進技巧造福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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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媽祖醫院邀集全台菁英開微創⼿術⼯作坊　實境模
擬脊椎內視鏡

  2023-03-11 16:11:25  記者 洪佳伶 / 雲林報導

（觀傳媒雲林新聞）【記者洪佳伶／雲林報導】為促進脊椎微創⼿術有更全⾯性的經驗分享及學習機會，中國醫
藥⼤學北港附設醫院（北港媽祖醫院）與國立成功⼤學附設醫院⽃六分院、台灣脊椎微創內視鏡醫學會合作，今
⽇在北港媽祖醫院舉⾏「脊椎內視鏡模擬⼿術⼯作坊」。北港媽祖醫院院⻑吳錫⾦表⽰，今⽇院⽅邀集全台各地
脊椎内視鏡專家，包含中國附醫、⽃六成⼤、林⼝⻑庚、嘉義⻑庚、⼤林慈濟等專科醫師及國內外新進醫師，共
同參加此⼯作坊，通過⼯作坊的平台分享經驗並傳遞先進知識。

▲北港媽祖醫院邀集全台菁英開微創⼿術⼯作坊。
（圖／記者洪佳伶攝）

⼀般⺠眾常因姿勢不良等原因，產⽣如脊椎脫位、脊椎管狹窄和椎間盤突出等脊椎疾病，嚴重者會出現下背痛和
下肢⿇⽊等症狀，甚需動⼑。⽽脊椎⼿術在骨科⼿術當中尤為艱峻，傳統⼿術會直接切開病灶處之⽪⾁，全靠醫
師技術經驗，不僅風險性⾼，術後傷⼝⼤且深，讓傷⼝照護困難重重，也容易造成感染。近年來微創⼿術⽅式不
但解決了這些問題，在⼿術中增加精準性、術後傷⼝⼩、恢復期短，無疑成為骨科醫師新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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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媽祖醫院邀集全台菁英開微創⼿術⼯作坊。院⻑吳錫⾦致詞。
（圖／記者洪佳伶攝）

中國醫藥⼤學北港附設醫院副院⻑馮逸卿教授表⽰，脊椎外科醫師們透過微創⼿術，能夠盡量保持脊椎結構的穩
定、減少不必要的脊椎融合⼿術，同時幫助患者能在術後盡早恢復正常⽣活，達到醫學治療與患者⽣活的平衡
點。本院通過跨⼩組合作脊椎內視鏡⼿術，改善了許多患者的⽣活質量。近五年來，本院已累積約450例成功且
具有挑戰性的脊椎微創⼿術案例，豐富的⼿術經驗及成功數據，作為雲嘉地區的脊椎微創墊腳⽯，讓急需治療的
患者能就近在雲林，享受到醫學中⼼等級之醫療品質，造福鄉親。

▲北港媽祖醫院邀集全台菁英開微創⼿術⼯作坊。
（圖／記者洪佳伶攝）

中國醫藥⼤學北港附設醫院脊椎微創科主任曾準表⽰，本次⼯作坊旨在介紹新知識，幫助更多的新⼿醫⽣在實際
的⼯作坊操作中，能夠實態模擬脊椎内視鏡⼿術。透過多間醫院⼿術專家相互合作與分享，促進內視鏡⼿術的成
熟。並且帶著對脊椎內視鏡有興趣的新秀醫師們，進入脊椎內視鏡新⼿村練習，創造更友好的醫學交流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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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媽祖醫院邀集全台菁英開微創⼿術⼯作坊，通過⼯作坊的平台分享經驗並傳遞先進知識。脊椎微創科主任
曾準分享。

（圖／記者洪佳伶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