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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來勢洶洶 守住校園防線 成大開第一槍師生若收到細胞簡訊 學校提供
免費快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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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師案，成大防疫應變措施。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國
籍航空機師近日累積3人突破性感
染新冠肺炎，其中1名機師基因定
序已確認為印度delta變異株，另
1名機師則是傳染給小孩。

  為配合中央積極阻斷社區傳播
鏈之各種途徑與可能性，防堵印
度株進入校園，本校經防疫小組
決議採取應變措施如下：

  1.教職員工生家中有人，被匡
列為直接接觸者或間接接觸者，被集中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禁止入校，
結束後應執行快篩陰性才可入校。

  2.有接到細胞簡訊之本校教職員工生，學校提供免費快篩，加強自主健康
管理7天，無症狀始得入校。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9月3日下午2時30分開始已發送給機師群聚事件的
確診者接觸或活動軌跡重疊者細胞簡訊。針對8月13日至9月2日期間，曾與
確診者接觸或曾於相關時間及地點出入之民眾，發送疫情警示簡訊，簡訊發
送110萬人，為我國自疫情開始後，發送細胞簡訊最多的一次。

  由於目前全台疫苗人口涵蓋率43.77%（第一劑 43.77%、第二劑
4.14%）。劑次人口比47.9%，累計接種人次11,243,600，總人口數
23,470,633。尚未達專家預估之較為安全的全體社會防護狀態，因此本校採
取以上措施，守護校園健康安全。期盼中央政府儘速提高疫苗覆蓋率，以維
全體國人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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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來勢洶洶守住校園防線成大開第一槍 師生若收到細胞
簡訊學校提供免費快篩

tainantalk.com/20210906-16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本國籍航空機師近日累積3人突破性感染新冠肺炎，其中1名機師
基因定序已確認為印度delta變異株，另1名機師則是傳染給小孩。

（圖說）本國籍機師感染新冠肺炎delta案，成功大學校經防疫小組決議採取打疫苗等應變
措施。（記者鄭德政攝）

 為配合中央積極阻斷社區傳播鏈之各種途徑與可能性，防堵印度株進入校園，成功大學校
經防疫小組決議採取應變措施如下：

 
1.教職員工生家中有人，被匡列為直接接觸者或間接接觸者，被集中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
者，禁止入校，結束後應執行快篩陰性才可入校。

 
2.有接到細胞簡訊之本校教職員工生，學校提供免費快篩，加強自主健康管理7天，無症狀
始得入校。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9月3日下午2時30分開始已發送給機師群聚事件的確診者接觸或活
動軌跡重疊者細胞簡訊。針對8月13日至9月2日期間，曾與確診者接觸或曾於相關時間及地
點出入之民眾，發送疫情警示簡訊，簡訊發送110萬人，為我國自疫情開始後，發送細胞簡
訊最多的一次。

 由於目前全台疫苗人口涵蓋率43.77%（第一劑 43.77%、第二劑 4.14%）。劑次人口比
47.9%，累計接種人次11,243,600，總人口數23,470,633。尚未達專家預估之較為安全的全
體社會防護狀態，因此本校採取以上措施，守護校園健康安全。期盼中央政府儘速提高疫
苗覆蓋率，以維全體國人之安全。

https://tainantalk.com/202109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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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收細胞簡訊 成大免費快篩
cdns.com.tw/articles/453226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長榮航空三名機師發生突破性感染，其中一名基因定序確認為印度delta變異株，另一名傳
染給小孩。為防堵delta進入校園，成大六日宣布，該校師生若接到細胞簡訊，學校將提供
免費快篩，要求加強自主健康管理七天，無症狀才能入校。

成大六日召開防疫小組會議，鑒於目前全台疫苗人口涵蓋率第一劑百分之四十三點七七、
第二劑僅百分之四點一四， 劑次人口比百分之四十七點九，累計接種一千一百二十四萬三
千六百人次，未達專家預估較安全的全體社會防護狀態。因此成大決議配合中央積極阻斷
社區傳播鏈各種途徑與可能性，防堵印度株進入校園，採取相關應變措施。

教職員工生家中若有人被匡列為直接接觸者或間接接觸者，遭集中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
者，禁止入校。集中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結束後，執行快篩陰性才可進入校園。接到細胞
簡訊的師生，學校將提供免費快篩。同時要求加強自主健康管理七天，無症狀才能入校。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三日下午二時三十分，針對長榮機師群聚事件確診者接觸或活動軌
跡重疊者發出細胞簡訊。針對八月十三日至九月二日期間，曾與確診者接觸或曾於相關時
間及地點出入的民眾，發送疫情警示簡訊。簡訊發送一百一十萬人，是疫情爆發以來，發
送人數最多的一次。

2021-09-07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45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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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絕Delta成大開第一槍！師生收細胞簡訊 學校提供免費快
篩

ettoday.net/news/20210906/2073078.htm

▲防堵Delta來襲，守住校園防線，成大開第一槍，師生如收到細胞簡訊學校提供免費快
篩。（圖／示意圖，記者林悅翻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國籍航空機師近日累積3人突破性感染新冠肺炎，其中1名機師基因定序已確認為印度delta

變異株，另1名機師則是傳染給小孩，為配合中央積極阻斷社區傳播鏈之各種途徑與可能
性，防堵印度株進入校園，成大指出，師生如收到細胞簡訊學校提供免費快篩。

成大經防疫小組決議採取應變措施如下：1、教職員工生家中有人，被匡列為直接接觸者或
間接接觸者，被集中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禁止入校，結束後應執行快篩陰性才可入
校。2、有接到細胞簡訊之本校教職員工生，學校提供免費快篩，加強自主健康管理7天，
無症狀始得入校。

成大指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9月3日下午2時30分開始已發送給機師群聚事件的確診
者接觸或活動軌跡重疊者細胞簡訊。針對8月13日至9月2日期間，曾與確診者接觸或曾於相
關時間及地點出入之民眾，發送疫情警示簡訊，簡訊發送110萬人，為我國自疫情開始後，
發送細胞簡訊最多的一次。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906/2073078.htm?from=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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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目前全台疫苗人口涵蓋率43.77％（第一劑 43.77％、第二劑 4.14％）。劑次人口比
47.9％，累計接種人次11243600，總人口數23470633。尚未達專家預估之較為安全的全體
社會防護狀態，因此成大採取以上措施，守護校園健康安全。期盼中央政府儘速提高疫苗
覆蓋率，以維全體國人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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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地區假日期間交通與發展之地區願景與共識」工作坊 走入社區 規劃未
來

／

2021/9/7

http://www.enewstw.com/City01.asp?ItemID=10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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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為完
善安平地區觀光活動與地方生活永
續共存目標，台南市政府交通局、
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合作透過
實地考察瞭解安平地區交通實際情
形，並與當地里長及商圈代表訪
談，透過彙整安平地區目前假日交
通狀況、管制、規劃及待解決問題
等，交通局表示藉由工作坊與當地
居民共同規劃未來交通願景。

  交通局局長王銘德表示，市長黃偉哲認為安平地區為台南重要歷史文化遺跡
與觀光景點，除平常例假日時會吸引部分觀光人潮外，每年春節期間更吸引大
量人潮到安平觀光，近年市府積極推動觀光產業，吸引大型觀光活動，例如國
慶煙火、藝術節等，更凸顯出交通規劃與管理的重要，指示交通局重新規劃交
通政策。

  局長王銘德指出，安平地區發展早，街廓小，但因豐富的內涵歷史，故為府
城地區重要觀光景點，然因幅地有限，遊客的湧入雖促進經濟的發展，但亦造
成了交通壅塞。

  交通局推動工作坊的目的，借鏡其他城市的發展歷程，與安平地區里長、當
地代表之間的分享、對話與討論，歸納出安平地區長期發展願景、作為規劃行
動方案的參考依據。

  局長王銘德強調，工作坊落實公民參與精神及開放政府，促進公民參與市
政，確認市民需求，同時也有交通規劃專業團隊的顧問與參與，規劃短中長期
的可行方案，讓未來交通規劃可以更符合安平地區的需求及發展，提升執行的
可行性，進而增進市府決策品質，對後續安平地區交通發展規劃有相當大的助
益。

  交通局期盼透過類似方式，吸引民眾對本市交通政策的參與關心以及行動支
持，後續工作坊相關資訊將公佈於交通局FB粉絲專頁「運轉臺南好交通」
（https://www.facebook.com/TainanTransportation），誠摯地歡迎市民朋友們
持續關注並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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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假日交通 官民共同規劃
cdns.com.tw/articles/453320

為安平交通問題把脈，交通局邀集各界人士，共同為安平交通問題診脈。（交通局提供）

記者林雪娟⁄台南報導

台南即將建城四百週年，安平為台灣歷史起點之一，為安平觀光和地方生活添助力，交通
局結合成大交管系，經由實地考察和舉辦工作坊等方式，和里長、商圈及居民共同診脈安
平地區假日交通狀況，共同擘畫安平暢行未來。

交通局表示，安南為台南重要歷史文化和觀光景點，因發展早、街廓小，腹地有限，車潮
易造成交通壅塞，因此和地方代表共議假日交通與發展願景和共識，規劃相關行動方案。

交通局編列八十萬研究經費，針對舊城區相關道路使用、運用分配、停車需求等，進行基
礎流量調查並研擬解決方案，如規劃假日徒步區、開設接駁車等綠能運具、停車場等，提
供多元選擇。

歐洲有許多古老城市為保護古蹟等，車輛無法進入，工作坊也有民眾提出如遊園車、電動
自行車等構想，交通局認為應有相關法規且納入相關配套措施，並與地方和公民、社區及
社區營造團體參與溝通，透過交通規劃專業團隊擔任顧問，以工作坊方式，共同規劃短中
長期可行方案及未來交通願景。

2021-09-07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45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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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順攝入人文印象 邊遠生活攝影展9/2起成大醫
times.hinet.net/news/23493014

【勁報記者于郁金/連凱斐/臺南報導】你去過衣索比亞嗎？你知道衣索比亞有個原始部落
叫唇盤族，會在下唇切口坎入圓盤嗎？你看過、身處冰川之中嗎？對於習慣生活在「城鄉
落差」的人來說，難以想像「邊遠生活」落差更大；攝影不僅是藝術，成大醫院9/2起舉行
「邊遠生活」攝影展，透過鏡頭引導，領略不同於自己生活圈文化與環境。

「邊遠生活」攝影展的攝影家陳永順老師致力於藥品研發，退休前在家人鼓勵下學習攝
影，就此迷戀上光影世界的繁華而無法自拔，並積極鑽研攝影技巧，特別喜歡水鳥與人文
攝影；為此，經常步入邊境，攝取精彩的鳥羽振翅，也因此走進邊境民族的生活圈，擴大
了人與文化涉入，並成為他鏡頭裡攝像。

此次「邊遠生活」共展出61幅作品，包含衣索比亞原始部落唇盤族的生活日常、世上最大
藏傳佛學院-五明佛學院獨特的住屋一隅、地球最南端的冰川景象，以及鳥類振翅高飛的瞬
間，其中包括多件作品曾獲國際攝影比賽大獎。

在這些邊遠生活的空間與文化，充滿了視覺衝擊；一幅幅作品都承載了陳永順老師對攝影
的執著與生命熱忱，在按下快門鍵瞬間也改變了思維，獲得健康快樂人生。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49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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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染疫」不敢去醫院？醫：乾癬出現這些「四」拖不得！
規則治療+接種疫苗，保護力更升級 | 健康 | NOWnews今日
新聞

nownews.com/news/5372662

怕「染疫」不敢去醫院？醫：乾癬出現這些「四」拖不得！規則治療+接
種疫苗，保護力更升級

▲ （圖／今健康）

2021-09-06 12:30:00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許多自體免疫疾病病友擔心感染風險，不敢就醫、甚至自行中斷
治療。乾癬病灶雖表象於皮膚，但其實也是自體免疫疾病的一種，若中斷治療，除了可能
造成皮膚病灶的惡化，全身性的發炎反應也恐造成關節的紅腫痛，意味著乾癬性關節炎正
在肆虐，嚴重甚至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變形，將大幅降低日常生活品質。

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乾癬不只侵犯皮膚 出現4大症狀速就醫

成大醫院內科部過敏免疫風濕科吳俊欣醫師指出，乾癬性關節炎是乾癬常見的共病。病友
初期的關節不適常以為只是運動傷害亦或姿勢不良所致，並未與乾癬做連結。即使調整習
慣並配合復健科、骨科診治也未見好轉跡象，輾轉至免疫風濕科就醫才驚覺早有皮膚病
灶。

 

吳俊欣醫師說明，乾癬性關節炎好發於周邊關節，不僅容易發生接骨點炎，嚴重還會導致
香腸指／趾，甚至達近四成病友合併中軸發炎症狀，如下背痛、晨僵等相似於僵直性脊椎

https://www.nownews.com/news/537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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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狀。因此，當出現以上症狀，或多關節腫痛時，應有所警覺，及早與主治醫師溝通重
新制定治療方針。

精準醫療鎖定發炎物質 生物製劑依據個人病況選擇

傳統口服藥物透過廣泛性壓制發炎並無專一性，許多病友治療成效不如預期。所幸目前已
有精準抑制發炎的生物製劑面世。吳俊欣醫師表示，當皮膚、關節發炎嚴重時，特定的細
胞激素（發炎物質）在關節或是皮膚局部濃度居高，生物製劑便是針對這些細胞激素去作
抑制，因此能更精準針對皮膚及關節症狀改善。

目前在乾癬性關節炎治療的生物製劑包括TNF-α抗腫瘤壞死因子、IL-17抑制劑、IL-23抑
制劑等，吳俊欣醫師說明，使用生物製劑前應先進行風險評估，確認病友是否有B型肝炎、
潛伏結核感染等狀況，再依據個人情況選擇。目前最新臨床治療指引中也針對不同症狀給
予相對應選擇建議：當出現中軸症狀時IL-17抑制劑或TNF-α抗腫瘤壞死因子為優先治療選
擇；若合併接骨點炎、皮膚嚴重與香腸指時，則通常也會患有嚴重指甲乾癬，使用IL-17抑
制劑或IL-23抑制劑有明顯緩解症狀的依據；而發炎性腸道病變或虹彩炎等共病，則建議使
用TNF-α抗腫瘤壞死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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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用藥後究竟何時可以停藥或是減量也是病友所關心的。吳俊欣醫師指出，目前學界尚
無標準共識，倘若病況穩定，關節「一腫一痛」，皮膚只剩微小病灶時，是可以與醫師商
議的。相反地當還有關節症狀時，切勿自行停藥。

疫情期間乾癬患者如何自保？持續治療是關鍵

究竟正在接受治療的乾癬患者，需要調整藥物或是挑選特別的疫苗嗎？吳俊欣醫師指出，
正在接受生物製劑的患者，施打疫苗前後雖可持續接受治療，但仍建議與醫師溝通後再施
打。吳俊欣醫師也提醒，疫苗不分廠牌，及早施打便能及早增強自身防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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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落實性別平等 台南市要打造更友善的城市

發稿單位：新聞及國際關係處

發稿時間：110年9月6日18:10

發稿人：林珮琪 2991111#7827

台南市政府今(6)日於市政會議邀請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教授柯乃熒，進行「疫戰的性別
平等」專題講座，分享如何透過性別視角看待Covid-19疫情帶來的影響。市長黃偉哲表
示，疫情對許多民眾造成影響，尤其學校停課之後，對於親子都造成壓力，台南市在六都
當中最早讓幼兒園恢復收托，讓家長們能喘口氣，未來在打造性別更加平等及弭平家庭暴
力的工作上，也盼各界專家學者隨時監督，給予南市府回饋與建議。

成大教授柯乃熒指出，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CEDAW)為普世潮
流，其核心概念包含禁止歧視、實質平等及國家義務。在疫情當中破除性別不平等最需要
做的包括：破除刻板印象、鼓勵男性多分攤家務及落實反家暴兒虐。

自Covid-19疫情開始肆虐全球，女性與男性所受影響不同，例如醫護及社工需承受疫情高
風險，這群工作者女性占比高達70%；女性及孩童在封城政策之下，受家暴案例也增加；
貧窮弱勢者則因無法取得充分資訊與資源，較其他族群更易受影響；疫情時期對特定群體
的汙名化或歧視，也足以阻礙防疫成效。

柯乃熒表示，台灣的抗疫模式有效防堵國內疫情，並在行有餘力時，協助提供口罩、藥物
及技術支援，為全球防疫盡心力，這樣的成就，來自於幾個面向的良好奠基，包括台灣過
去抗SARS經驗、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統一指揮、防疫資訊透明、資源有效分配、及時邊
境管理、社區感染防堵、先進醫療科技及國民優質素養。

柯乃熒指出，在疫情之下不時會發生護理人員遭受職業歧視的狀況，更有護理師的孩子曾
被要求先隔離之後才能到校上課，這些歧視無疑是對醫護人員士氣的打擊。據統計，疫情
之前女性平均較男性多做了三倍量的家務，疫情爆發時，學校停課及醫療體系過載這兩大
因素，更使得許多女性醫護人員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兩頭燒。

調查顯示，疫情爆發前一年全球有2億4300萬名年齡在15至49歲的女性曾遭受親密伴侶的
性暴力或肢體暴力，疫情爆發後，家暴比例更是大幅增加。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包括經濟
條件不佳、居住空間狹小、和施暴者長時間獨處、移動上的限制及公共空間人煙稀少，這
也讓各界開始探討疫情如何對女性在心理、經濟等層面帶來的不安。

台南市政府表示，在COVID-19疫情影響下，台南市配合中央政策，對於家庭暴力通報案件
持續監測，並鼓勵民眾善用113線上諮詢服務，於疫情期間強化照顧機構的安全措施並持續
開放，期盼減輕家庭照顧負擔，為女性打造更友善的環境。

https://www.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13370&s=779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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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後的未來，性別平等的落實則必須從小開始，台南市政府率全國之先，媒合民間業者提
供免費衛生棉，首批供給偏遠學校、弱勢女性與洽公場所，接下來也將透過月經貧窮議
題，加強對國中小的性別教育，讓台南成為更性別友善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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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6日

嘉義移民署揪新住民做月餅 分享愛心不忘非洲豬瘟防疫／波
新聞

times.hinet.net/topic/23490947

波新聞 2021/09/06 10:24(22小時前)

波新聞─辜士陞／嘉義
 每逢佳節倍思親，今年更因疫情影響國際航班減少，讓許多新住民無法回鄉，在中秋節前

夕，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嘉義縣服務站特別與嘉義縣服務人員勞動力職業工會合作，於(4)

日下午共同舉辦「新住民月餅DIY，分享愛慶中秋」活動，邀請20位新住民一起攪拌餡
料，DIY手作月餅，將新住民的手作月餅12盒，送到六腳鄉「天主教安仁家園」，由謝孟
潔院長代表接受愛心成果，並與院童分享節慶的喜悅。

 此次手做月餅活動由成大外文系畢業，具有日本營養師證照與烘焙乙級西式餐點麵包證照
的林竹君老師教學，在嘉義縣服務人員勞動力職業工會太保分部的烹飪教室，指導20名分
別來自越南、印尼、中國大陸等地的新住民，一起運用綠豆、紅豆、抹茶粉等，中西式不
同材料來製作「冰心月餅」，展現臺灣社會多元文化的包容性。

 由於近期發生多起含豬肉成份月餅驗出非洲豬瘟病毒，此次活動嘉義縣服務站特別宣導防
治非洲豬瘟三不政策，不要自國外攜帶肉類製品入境、不要自國外網購肉類製品寄至臺

https://times.hinet.net/topic/2349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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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不購買來路不明肉製品，呼籲大家一起守護臺灣畜牧產業，使用優質臺灣豬製作的月
餅，不僅健康、安心，更是美味！ 

越南、中國大陸的新住民各自有著不同的中秋節文化，也都有吃月餅的習俗，嘉義縣服務
站主任林炳煌呼籲，佳節將屆難免會有思念家鄉味，在非洲豬瘟防疫的關鍵時刻，請新住
民朋友不要購買來路不明的進口肉製品及月餅。這次規劃做月餅的活動，除了展現對新住
民的關懷及推廣多元文化外，希望一解疫情期間無法返家的思鄉之情，並推廣新式的月餅
做法，取代傳統含肉製品的月餅。林炳煌與勞動力工會管國芬理事長也共同期勉參與的學
員，為非洲豬瘟防疫盡心力，一起動手做出愛心，吃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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