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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企管協進會訪南市議會 討論臺南經濟發展

／

2021/8/31

附件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大
企業管理協進會一行20人，30日下
午由杜宜婕理事長率領，並由陳怡
珍議員陪同，到臺南市議會拜會郭
信良議長，雙方談話聚焦疫情中臺
南經濟成長問題，互動熱烈。

  郭信良議長坦言，地方政府要如
何落實中央訂定的紓困政策，市議
會的影響有限，但是對於推動城市
發展，第3屆議員們非常認真，透過
各種提案，讓全臺南37區的道路、公共設施得到改善，這都是臺南市發展的基
礎。郭議長並以數字證明，截至今年8月20日第5次定期會閉幕，第3屆議員們
共審查議案高達3,481件，遠超過前2屆的議案。

  郭信良議長強調，除了監督市政，議會也一直盡力在做能力所及之事，例如
他就任議長後，用12天時間籌備出小小臺灣燈會，把屏東燈會的精華借展到臺
南市議會，創下24天展期、36萬參觀人次的紀錄；去年的「十年有成  臺南共
好」系列活動也深受好評，今年預計在12月下旬也會推出一系列活動，希望創
造更多商機，提振臺南觀光。

  成大企管協進會杜宜婕理事長表示，往年新上任的理事長都會在年初與幹部
們到議會拜訪，大家提出市政建言，與議長及議員們討論，這是協進會成員們
都很珍惜的機會。今年全國都受到疫情衝擊，大家提出許多相關議題，期盼在
市議會協助下，臺南市能夠持續進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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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企協訪議長 討論疫情經濟
cdns.com.tw/articles/450215

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到議會拜會郭信良議長，聚焦疫情中台南經濟成長問題。（議會提供）

記者吳孟珉⁄台南報導

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一行二十人，三十由杜宜婕理事長率領，並由陳怡珍議員陪同，到議
會拜會郭信良議長，雙方談話聚焦疫情中台南經濟成長問題，互動熱烈。

郭信良說，地方政府要如何落實中央訂定的紓困政策，市議會的影響有限，但是對於推動
城市發展，第三屆議員們非常認真，透過各種提案，讓全台南三十七區的道路、公共設施
得到改善，這都是南市發展的基礎。

他並以數字證明，截至今年八月第五次定期會閉幕，第三屆議員們共審查議案高達三千四
百八十一件，遠超過前二屆的議案。

郭信良強調，除了監督市政，議會也一直盡力在做能力所及之事，例如他就任議長後，用
十二天時間籌備出小小台灣燈會，把屏東燈會的精華借展到市議會，創下二十四天展期、
三十六萬參觀人次的紀錄；去年的「十年有成  台南共好」系列活動也深受好評，今年預計
在十二月下旬也會推出一系列活動，希望創造更多商機，提振台南觀光。

2021-08-31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45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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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anTalk 2021年8月30日

成大企管協進會拜訪台南市議會 討論臺南經濟發展
tainantalk.com/20210830-10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一行20人，30日下午由杜宜婕理事長率領，
由陳怡珍議員陪同，到臺南市議會拜會郭信良議長，雙方談話聚焦疫情中臺南經濟成長問
題，互動熱烈。

（圖說）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一行20人，30日下午由杜宜婕理事長（中）率領，由陳怡珍
議員陪同，到臺南市議會拜會郭信良議長（中左四），雙方談話聚焦疫情中臺南經濟成長
問題，互動熱烈。（記者鄭德政攝）

 郭信良議長坦言，地方政府要如何落實中央訂定的紓困政策，市議會的影響有限，但是對
於推動城市發展，第3屆議員們非常認真，透過各種提案，讓全臺南37區的道路、公共設施
得到改善，這都是臺南市發展的基礎。郭議長並以數字證明，截至今年8月20日第5次定期
會閉幕，第3屆議員們共審查議案高達3,481件，遠超過前2屆的議案。

 郭信良議長強調，除了監督市政，議會也一直盡力在做能力所及之事，例如他就任議長
後，用12天時間籌備出小小臺灣燈會，把屏東燈會的精華借展到臺南市議會，創下24天展
期、36萬參觀人次的紀錄；去年的「十年有成 臺南共好」系列活動也深受好評，今年預計
在12月下旬也會推出一系列活動，希望創造更多商機，提振臺南觀光。

 成大企管協進會杜宜婕理事長表示，往年新上任的理事長都會在年初與幹部們到市議會拜
訪，大家提出市政建言，與議長及議員們討論，這是協進會成員們都很珍惜的機會。今年
全國受到疫情衝擊，大家提出許多相關議題，期盼在市議會協助下，臺南市能夠持續進
步、發展。

https://tainantalk.com/202108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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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30日

成大企管協進會訪市議會 討論臺南經濟發展
times.hinet.net/news/23480724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一行20人，30日下午由杜宜婕理事長
率領，並由陳怡珍議員陪同，到臺南市議會拜會郭信良議長，雙方談話聚焦疫情中臺南經
濟成長問題，互動熱烈。

郭信良議長坦言，地方政府要如何落實中央訂定的紓困政策，市議會影響有限，但是對於
推動城市發展，第3屆議員們非常認真，透過各種提案，讓全臺南37區的道路、公共設施得
到改善，這都是臺南市發展的基礎。郭議長並以數字證明，截至今年8月20日第5次定期會
閉幕，第3屆議員們共審查議案高達3,481件，遠超過前2屆議案。

郭信良議長強調，除了監督市政，議會也一直盡力在做能力所及之事，例如他就任議長
後，用12天時間籌備出小小臺灣燈會，把屏東燈會的精華借展到臺南市議會，創下24天展
期、36萬參觀人次的紀錄；去年「十年有成 臺南共好」系列活動也深受好評，今年預計在
12月下旬也會推出一系列活動，希望創造更多商機，提振臺南觀光。

成大企管協進會杜宜婕理事長表示，往年新上任的理事長都會在年初與幹部們到議會拜
訪，大家提出市政建言，與議長及議員們討論，這是協進會成員們都很珍惜的機會。今年
全國都受到疫情衝擊，大家提出許多相關議題，期盼在市議會協助下，臺南市能夠持續進
步、發展。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48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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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生報
tssdnews.com.tw

成大企管協進會訪南市議會 聚焦臺南經濟發展

【記者李嘉祥／台南報導】 2021/08/31

▲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理事長杜宜婕率隊拜訪南市議長郭信良，聚焦疫情中臺南經濟成長
議題，互動熱烈。（記者李嘉祥攝）

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一行20人，30日由理事長杜宜婕帶隊及南市議員陳怡珍陪同，至臺南
市議會拜會議長郭信良，雙方談話聚焦疫情中的臺南未來經濟成長議題，互動熱烈。

郭信良表示，市議會對地方政府要如何落實中央訂定的紓困政策影響有限，但對於推動城
市發展都很認真，透過各種提案讓全臺南37區道路、公共設施得到改善，這都是市政發展
的基礎。他並提出數字證明，截至今年8月20日第5次定期會閉幕，第3屆議員審查議案高
達3481件，遠超過前2屆的議案。

郭信良強調，除監督市政，議會也盡力做能力所及之事，他就任議長後，用12天時間籌備
出小小台灣燈會，將屏東燈會精華借展到臺南市議會，創下24天展期36萬參觀人次紀錄；
去年的「十年有成 臺南共好」系列活動也深受好評，今年預計在12月下旬推出系列活動，
希望創造更多商機，提振臺南觀光。

成大企管協進會理事長杜宜婕說，往年新上任的理事長都會在年初與幹部到議會拜訪，提
出市政建言與議長及議員討論，協會成員都很珍惜交流機會。今年全國都受到疫情衝擊，
大家也準備許多相關議題，期盼在市議會協助下，讓臺南市能夠持續進步、發展。 

 

 

http://www.tssdnews.com.tw/?FID=64&CID=57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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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友會贈書 50學子受惠
cdns.com.tw/articles/450185

成大校友會捐贈自修書籍予南家扶學子。（記者陳治交攝）

記者陳治交⁄台南報導

成大校友會為了提升家扶學子升學競爭力，連續四學期捐贈自修書籍，此次共有五十位學
子受惠，在學習過程給予莫大的實質幫助，也成為助學希望工程非常重要一大推手。

成大校友會二年前發起照亮家扶兒「擁抱知識、擁抱希望」贈書專案，協助準備升學的家
扶學子，由孩子開書單，再由校友會採購，孩子不必煩惱書太貴買不下去。成大校友會希
望家扶學子將書本為力量，透過升學翻轉未來。

贈書活動中，成大校友會張簡永祥會長感謝理監事會及校友們的捐款支持，也感謝榮譽校
友志光公職集團總裁林進榮、大成長城公司及遠大塑膠董事長陳定興等校友捐款與協助。

南家扶主任李保良肯定成大校友會善行義舉，給予家扶學子最即時幫助，也鼓勵家扶學子
善用資源努力向上，未來有機會能成為知福造福、回饋社會的人，讓善的循環永續下去。

2021-08-31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45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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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開學後80人以上課採遠距 「混成教學」成新常態
udn.com/news/story/121981/5709058

2021-08-30 12:06 聯合報 / 記者潘乃欣／台北即時報導
教育部

成功大學預估，雜揉線上與線下教學的「混成教學」將是新常態，預計9月15日展開線上教學演練。圖
／成功大學提供

大專校院將於中秋節前後開學，教育部預計今年9月初視疫情狀況，發布110學年大專開學
指引，擬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的室內可容納人數上限，要求80人以上室內大班課
程續採遠距教學，其餘則可回歸實體。大專師生都不是公費疫苗施打對象，教育部不會禁
止各校提供快篩和PCR資源，但不得強制學生篩檢。

大學校園內的大班課程多，成功大學預估，雜揉線上與線下教學的「混成教學」將是新常
態，預計9月15日展開線上教學演練，包括分析FB直播利弊、google meet如何使用、介紹
學校添購Microsoft Teams軟體，並說明Webex線上會議室軟體等，提升教師教學技能。

學生團體Z星球近日調查2456名大專生並發表全台首份遠距學習調查結果
（https://reurl.cc/9re2k8），指出今年5月中旬全面停課不停學後，超過千名學生認為
「老師不熟悉視訊軟體」是影響學習成效的主因，其次是「老師未因應遠距教學調整課程
內容」。

根據調查，一名長庚科技大學學生表示，他的老師沒調整麥克風音量和位置，全班學生聽
不清楚，降低學習意願。一名輔英科技大學學生說，老師從頭到尾講了3小時，未關心學生
有沒有聽懂，學生也無法透過雙向互動工具與老師溝通。學生透過調查反應，他們長期盯
著螢幕，感到眼睛疲勞。

https://udn.com/news/story/121981/5709058
https://udn.com/news/reporter/OTIzMDg=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8%82%B2%E9%83%A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6%AB%E6%83%85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81%A0%E8%B7%9D%E6%95%99%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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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指出，各校採遠距教學後，部分課程改用出席率當成評分依據，雖然師生都簡便、輕
鬆，但大學生認為這樣不公平；若能改採繳交書面報告等方式，較能驗證學習成效。

有些課程則在期末考時舉行線上筆試，但一名嘉義大學學生指出，他的考試沒預留學生上
網上傳試卷的時間，學生須自己從作答時間內扣除，建議拉長考試時間。

79.5％受訪學生認為，每天省去通勤時間後，他們開始懂得自主規畫和運用學習時間。如
今又將開學，有學生支持「單向講授」類型課程從今以後繼續採遠距教學，除節省通車時
間，也能重新看錄影帶複習；但涉及實作的專業課程，還是實體課程效果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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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30日

大學開學防疫！ 實體課限80人、健檢可納入PCR
news.tvbs.com.tw/life/1575287

記者 嚴珮瑜 / 攝影 余信翰 報導
 發佈時間：2021/08/30 16:03 

最後更新時間：2021/08/30 16:03

Watch Video At: https://youtu.be/RlqygmlysXo

大學將在9月中旬陸續開學，上百萬名大學生將重返校園。教育部也研擬大專校院的防疫管
理指引，其中，就有提到實體課上限，只能容納八十人，新生入學健康檢查可納入核酸
PCR篩檢或快篩，但不得作為入學資格限制，不過，目前各大學表示，都還在與教育部溝
通中，至於，對於大學生而言，還打不到疫苗的情況下，卻要開學了，坦言心情是有些不
安。

 
 

https://news.tvbs.com.tw/life/1575287
https://news.tvbs.com.tw/news/searchresult/news?search_text=%E5%9A%B4%E7%8F%AE%E7%91%9C
https://news.tvbs.com.tw/news/searchresult/news?search_text=%E4%BD%99%E4%BF%A1%E7%BF%B0
https://youtu.be/Rlqygmlys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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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TVBS

 

 

消毒人員忙著噴灑消毒液，隨著9月1日，高中以下的學生都要回來上課了，明倫高中開始
忙著清消，國高中小忙著替開學做準備，至於9月中旬，才陸續開學的大學生，光是疫苗就
有些頭疼，因為，首批到貨的BNT疫苗，優先給12歲到17歲的學生施打，高端開放20歲以
上施打，但目前數量也有限，使得多數大學生還打不到疫苗。

記者vs.大學生：「(你打疫苗了沒)？還沒，(要開學了會不會有點緊張)？應該多少會吧。」

記者vs.大學生：「還沒打(疫苗)，(那就要開學了會不會緊張)，有點確實有點，目前學校都
會開定期防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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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TVBS

 

多數的大學生，都還未打疫苗，眼看就要開學，清大、陽明交大則表示，分開入學日，成
大、高科大等校前兩周遠距教學，台師大則透過手機APP，每日體溫紀錄才能取得一日
通，文化大學，則在各大樓間，添設QRCODE，掃手機連結門禁，了解學生的足跡，教育
部也研擬，相應的防疫措施。

記者嚴珮瑜：「隨著大學也即將開學，除了設置單一的出入口，採實聯制之外，在新生健
康檢查的部分也會將PCR或者是快篩納入條件，但不得強制作為入學的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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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TVBS

 

依指引，大學得採線上授課，若是要開實體課人數得限制在80人，校園餐廳可內用，但跟
在外用餐一樣，會有隔板採梅花座，住宿生可進行PCR或快篩，體育場館留人數，以50%

為上限，圖書館也有空間與人數占比的規範，落實防疫下有序讓大學生返回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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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考試分發今放榜 錄取率97.98%創新高
ner.gov.tw/news/612d9f39b64a2e0007043085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今公布放榜相關資料(圖中為考分會主委、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

110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管道31號放榜，今年提供3萬6327個名額，3萬4569人完成志
願登記，考生可於上午8點起透過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網站查榜。今年錄取率97.98%

創下10年來新高，未錄取的登記生只有700人，也創下歷史新低。

由於疫情，今年指考延後，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透過電腦進行志願分發，8月31號正式
放榜。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執秘、成大教務長王育民表示，今年有3萬4569人填志願；各大
學釋出3萬6327個名額，錄取率97.98%創下10年來新高。今年76種採計組合中，最低的登
記標準落在「數學甲、物理、化學」這個採計組合，這3科原始總分30分以上的考生可參加
登記，最後3萬4569人完成登記。未錄取登記生只有700人，也創下歷史新低。

王育民指出，今年考試錄取率創新高，推估主因是各招生管道回流名額總計1萬1546名，也
比去年增加2706個，使招生總額提升，而指考報考人數有下降，所以今年錄取率提升。由
於是最後一屆指考，因應新舊課綱的轉換，今年參加登記的非應屆畢業生增加到23.05%，
也創下新高。

今年錄取生平均填寫志願59個志願，而未錄取的登記生只填寫了33個志願。今年未錄取足
額的學校數有20所，未足額錄取人數為2732人。

https://www.ner.gov.tw/news/612d9f39b64a2e0007043085
https://www.u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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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缺額學群來看，遊憩運動學群缺額率31.06%、建築設計學群18.67%、外語學群17.18%。

考生若對分發結果有疑義，可於8月31號到9月2號期間申請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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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指考今放榜！總錄取率97.98％創新高
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831001814-260405

110學年度末代指考今(31)日放榜，根據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會統計，完成登記志願人數計有
3萬4569人，共錄取3萬3869名考生，總錄取率高達97.98％創歷史新高。至於未足額錄取
學群類方面，值得關注的是外語學群缺額人數高達489名，占17.18％；建築設計學群缺額
335名，占比18.67％；遊憩運動學群缺額則是401人，比例為31.06％。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會上午召開線上記者會，考分會執行秘書、成功大學教務長王育民表
示，今年共有63所校、1868招生系組數、採計組合數為76，總招生名額為3萬6327人，回
流名額為1萬1546人，錄取人數則是3萬3869人。而在共計76組採計科目組合數上，以數
甲、物理、化學為最低組合科目，最低登記總分僅30分。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會也統計志願分析數據，今年考生平均可選填58個志願，錄取生填寫志
願數平均為59個，錄取平均志願數16個；未錄取登記生填寫志願平均數則為33個。

而在考生分布方面，今年登記與錄取的應屆考生人數大致與往年相當，非應屆考生有7967

人，23.05％，錄取的非應屆考生也有7475人，占22.07％， 人數都創下近5年新高。成大
校長蘇慧貞認為，非應屆考生增加，在於今年是末代指考，是最後一屆使用舊課綱，吸引
舊生回來考試。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會也列出20所招生未足額錄取的大專校院，20校的缺額人數共計2732

名。當中前5所缺額最多的學校分別是：真理大學缺額人數為449名，所有管道名額統計缺
額率為28.76％；長榮大學361人，各項管道統計缺額綠18.76％；大葉大學320人，
20.37％，文化大學303人，6.07％，實踐大學294人，10.79％。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831001814-26040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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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指考分發錄取率97.98％ 創大考18年來最高紀錄
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655749

大學考試考分會也統計，110學年考試分發招生名額3萬6327個，登記3萬4569人，最後登
記錄取率達97.98％，創大考18年來最高紀錄。（大學考分會提供）

2021/08/31 10:12

〔記者吳柏軒／台北報導〕110學年大學考試分發今（31日）上午8點揭曉錄取榜單，考分
會也統計，今年招生名額3萬6327個，登記3萬4569人，最後登記錄取率達97.98％，創大
考18年來最高紀錄。

大學考分會執行秘書、成功大學教務長王育民表示，今年指考報考人數4萬918人，而考試
分發核定名額2萬4781名，其他招生管道回流1萬1546名，最後分發總名額3萬6327名，並
收到3萬4569名人登記志願，今榜單公布，登記錄取率達97.98％，創大考舉辦18年以來新
高。

錄取率創歷史新高，王育民分析，主要原因包含招生名額增多與少子化影響，如今年大學
其他招生管道名額回流，達1.1萬多名比去年增3成多；而今年登記人數僅3.4萬多人也創歷
史新低，導致今年分發總招生名額大於登記人數，而過往在97、98、105、106等學年也發
生過招生多於登記，並歷史上還有2年的錄取率超過97％，分別是98學年的97.14％與105學
年的97.11％。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655749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8/31/3655749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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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指考放榜｜僅700人落榜創開辦18年來最少！ 缺額
2732人大增逾50倍

tw.appledaily.com/life/20210831/MK5KK3XZAFDXDPHULQLIDX2ULM

末代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分發入學今（8/31）放榜，上午8時起可至考分會網站查詢。大學考
試入學分發委員會公告今年分發錄取率97.98%，不僅遠高於去年分發錄取率91.14%，且創
下指考開辦18年來新高。今年未錄取登記考生數（落榜人數）達700人，相較去年3260人
大減約8成，也創下10年新低；值得注意的是，今年20校缺額共2732人，比去年8校51人大
增超過50倍。

考分會在今日上午8時開放查詢110年指定科目考試分發結果，並透過線上舉行登記分發放
榜說明會。考分會數據指出，今年共3萬4569人完成登記志願，寫下歷年、也就是18年來
新低，錄取人數3萬3869人，分發錄取率97.98%，寫下18年來新高；也由於指考學生數逐
年下降加上少子化緣故，故今年登記生總人數連續兩年跌破4萬、創下11年新低。

考分會執行秘書王育民分析，今年分發錄取率創新高，主因是各校一開始拉高推甄名額，
招收感興趣的學生，因錄取人數不如預期，名額就會回歸指考，故今年回歸名額超過1.1萬
人，招生總總額也大幅提昇，加上少子化導致考生報名減少，錄取率創新高。

至於缺額人數創新高，王育民表示，則是今年考生填寫志願數比去年低，像是今年未錄取
考生平均選填志願數為33個，去年則有56個。缺額最高的學群則是遊憩運動學群，達
31.06%。

非應屆畢業生上榜佔22.07%創新高

此外，根據考分會統計，今年除錄取率創歷史新高，非應屆生共7475人上榜，占總錄取人
數的22.07％也是歷史新高；考分會主委、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分析，推測是明年考生適用
108課綱，加上考試方式變革，較多有意願重回大學的考生都選擇在今年重考，而錄取率創
新高、缺額數創新低，有很多主客觀的多重因素造成，導像是少子化，登記人數少於招生
名額等，但因為考生登記志願數較少，所以率取率不會百分百。

台大足額錄取 84%新生來自六都

台灣大學今天也公布考試分發統計數據，台大註冊組組長李宏森表示，考試分發管道原先
招收1436個名額，加上各管道回流78名後共招收1514個名額，約占台大招生總名額的
43%，今年考試分發管道足額錄取，沒有缺額，也沒有出現同分增額狀況。

李宏森進一步表示，今年考試分發管道，錄取考生以台北市30%最多，其次是新北市
21%，六都錄取考生約占84%，和全國人口比例分配有有關係；至於錄取的高中，仍以傳
統名校為主，像是建國中學錄取179人、北一女中157人、師大附中122人、成功高中74人及
中山女中72人居多；另今年首度錄取台大的高中有私立玉山高中及高餐附中。

110學年度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分發入學今放榜，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考分會）提醒考
生，上午8時起可至考分會網站查詢，或者下載「登記查榜APP」，查詢考試分發結果，包
括最低錄取分數等數據。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210831/MK5KK3XZAFDXDPHULQLIDX2ULM/
https://www.uac.edu.tw/
https://www.u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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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考上月底舉行，成績單在8月16日寄發，8月18日至21日上網填志願，今天公布錄取名
單，根據考試分發委員會公告資料，今年共有63校、1868個系組參與考試分發招生，招生
名額共有3萬6327名，較去年增加3049人，增幅約9.2%，各招生管道回流名額總計1萬
1546名，較去年增加2706人，大幅提高約30.6%，推估今年錄取率會較去年91.14%上升。

若要使用「登記查榜APP」查榜，考分會表示，可先至考分會網站掃描QR Code，即可開
始下載安裝APP，並可快速查詢個人榜單。（許敏溶／台北報導）

相關新聞：小一新生沒人陪怕哭 天龍家長好焦慮！北市府因疫狠心說不

末代指考今放榜！早上8時起查詢 錄取率估破9成

圖片來源 : 蘋果新聞網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210831/6TCVNVKGOZEV5FV5RRNI7VBE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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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指考放榜！錄取率97.98%創歷史新高  20校出現缺額
2732人

ettoday.net/news/20210831/2068309.htm

▲大學指考分發今日放榜。（圖／記者湯興漢攝）

記者崔至雲／台北報導

大學末代指考分發入學今（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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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69 人，錄取人數共 33,869 人，錄取率97.98%，創歷史新高。今年落榜人數為
700人，相較去年3260人大減約8成，創下近10年新低。此外，今年共有20校出現缺額共
2732人。

考分會統計，今年除總錄取率創歷史新高，其中非應屆生共7475人上榜，占所有錄取人數
的22.07％也是歷史新高。考分會執行秘書、成功大學教務長王育民分析，主要是因為今年
為新舊課綱的轉換，能夠習慣過去考試模式的學生就會回流來考，甚至很多大學生也會回
來考試。

王育民提到，今年錄取率達97.98%創新高主要是因為回流名額增加，且考生報考指考人數
因應少子化有下降，因此今年錄取率有提升。至於2732個缺額，是4年來最多，缺額的學
群類別主要是遊憩運動學群，缺額率達31.06%是最多，建築設計學群次多，佔18.67%。

考分會表示，考生如對分發結果有疑義，即日起至9月2日下午5:00止，可於考分會網站 以
身分證號碼、指考應試號碼及登記志願時設定之通行碼進行「分發結果說 明」查詢。如仍
有疑義請依分發結果複查辦法申請複查。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831/20683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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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指考錄取率近98％創歷史新高 700人落榜
udn.com/news/story/121570/5711066

大學考試分發今天上午8時放榜，今年共3萬4569人完成填志願，最後錄取3萬3869人，錄
取率達97.98％，創歷史新高，另有700人落榜是歷年最少。各大學校系共開設3萬6327個
招生名額，最後留2732個缺額，缺額率7.52％。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統計，今年除總錄取率創歷史新高，其中非應屆生共7475人上
榜，占所有錄取人數的22.07％也是歷史新高。考分會主委、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分析，明
年考生適用108課綱，考試方式變革，較多有意願重回大學的考生都選擇在今年重考。

考分會執行秘書、成功大學教務長王育民進一步說，最後有20所學校留下2732個缺額，包
括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台南大學、屏東大學、台東大學和嘉義大學等校。缺額是4年來最
多，且是去年的53倍。

王育民說，缺額主要落在遊憩運動學群，留下401個缺額，占該學群總名額31.06％是最
高，推估是此學群對應職業開放跨領域人士入行，學生不一定要在大學期間選讀相關科
系。缺額總數最高的則是外語學群，共489個名額無人選讀。

至於填志願的情形，考分會統計，今年僅3萬4569人填志願是史上新低，平均每人填53個
志願。上榜者每人平均填59個志願；另有700人未錄取，他們平均只填33個志願，比往年
落榜者少。

考分會表示，8月31日到9月2日受理複查分發結果，9月10日公告複查結果。國內多數大學
預計在9月中旬、中秋節後開學，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尚有變數。

2021-08-31 09:50 聯合報 / 記者潘乃欣／台北即時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121570/5711066
https://udn.com/news/colleg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4%BE%E6%A6%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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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志願人數探低！考試分發留2732缺額 20校沒招滿
udn.com/news/story/121570/5711215

大學考試分發今天上午8時放榜（https://udn.com/news/college），今年共3萬4569人完
成填志願，是歷年最少；最後錄取3萬3869人，錄取率97.98％創歷史新高。各大學校系共
開設3萬6327個招生名額，最後有20所學校沒招滿，留下2732個缺額是近4年最多，缺額率
7.52％。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統計，今年填志願人數比各大學校系釋出的招生總額（3萬6327

名）還少，97、98、105和106也都出現登記人數比招生人數還多的狀況，結果錄取率大幅
提高。今年錄取率97.98％再創新高，考分會執行秘書、成功大學教務長王育民推估，明年
考生適用108課綱，考試方式變革，較多有意願重回大學的考生都選擇在今年重考。

考分會執行秘書、成功大學教務長王育民進一步說，最後有20所學校留下2732個缺額，包
括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台南大學、屏東大學、台東大學和嘉義大學等校。缺額是4年來最
多，且是去年的53倍。

按學群分，王育民說，缺額主要落在遊憩運動學群，留下401個缺額，占該學群總名額
31.06％是最高，推估是此學群對應職業開放跨領域人士入行，學生不一定要在大學期間選
讀相關科系；缺額率最低的是教育學群，僅缺3個名額，占0.26％。缺額總數最高的則是外
語學群，共489個名額無人選讀。

2021-08-31 10:43 聯合報 / 記者潘乃欣／台北即時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121570/5711215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4%BE%E6%A6%9C
https://udn.com/news/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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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數位新聞台/民時新聞Taiwan Digital News
enewstw.com/City01.asp

打呼竟與口腔疾病息息相關？甚至會有「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風險 「四個
問題」帶你快速自我檢查！

／

2021/8/31

患者每次回診均須檢視其顏面肌
群、口腔及牙齒狀況。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你有
打呼（睡眠鼾聲）的困擾嗎？如果
有，是否也有下列經驗或症狀？1.
容易口乾、口臭。2.下巴後縮、咬
合不正。3.儘管很努力刷牙了，牙
周病依然沒顯著改善。4.夜間磨牙
嚇到枕邊人，甚至導致白天頭痛、
顳顎關節疼痛。

  睡眠專科醫師、成大醫院口腔醫
學部口腔顎面外科蕭凱元醫師表
示，睡眠時會習慣性打呼的人，有
相當高的機率合併有前述與口腔相
關的問題，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有
「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的情形！

  像27歲的鄭先生，2019年時因習
慣性打呼及睡眠品質不佳至外院求
診，經睡眠檢查診斷為中度阻塞性
睡眠呼吸中止症，建議配戴呼吸
器。然因無法適應而未配戴。

  2020年時因夜間磨牙，鄭先生至成大醫院求診。蕭凱元醫師於問診中得知他
有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之病史，安排以止鼾器同時改善夜間磨牙及睡眠呼吸
中止之問題。鄭先生打呼情形因此改善許多，夜間磨牙也消失，白天工作及開
車時也不會想打瞌睡。治療半年後，鄭先生戴著止鼾器做睡眠檢查，發現阻塞

http://www.enewstw.com/City01.asp?ItemID=10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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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睡眠呼吸中止症轉為輕度，對治療成果表示相當滿意。
 蕭凱元醫師說，有些人會因為睡眠時的躺姿，加上口咽部肌肉放鬆癱軟，使
得呼吸氣流因呼吸通道狹窄、阻塞，因此產生通氣不順的聲響（打呼）及缺氧
問題。
 這種呼吸道不通暢的現象，導致打呼者常以嘴巴開開的方式「口呼吸」，也
因此減少口腔中的唾液，造成口乾、口腔的自淨抑菌能力降低，進而產生口
臭，和蛀牙菌及牙周病菌大量繁殖的情形；甚且，口呼吸使用的頰部肌肉也會
因過度收縮而改變臉型，導致咬合不正。除了影響外觀，更進一步讓呼吸道變
狹窄，加重口呼吸的惡性循環。
 在這種反覆性缺氧的情況下，患者經常容易在睡夢中覺醒，很難進入深層睡
眠狀態，造成怎麼都睡不飽的現象。而體內長期缺氧，更容易讓身體發炎指數
升高，在體內埋下日後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心臟衰竭的種籽！
 蕭凱元醫師指出，近年針對夜間磨牙病患的研究也發現，受試者在睡眠檢查
中的磨牙開始前，有血氧下降的情形；而磨牙的開頭動作「下顎前突」，也被
認為可能與為了暢通呼吸道相關。雖然夜間磨牙與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關聯性尚
待釐清，不過蕭凱元醫師在臨床治療上發現，同時擁有這2項困擾的病患並不
少，值得進一步探討！
 至於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診斷及治療，常需不同專長的睡眠專科醫師們協同合
作。蕭凱元醫師表示，牙科及口腔顎面外科醫師能根據病患口顎、齒列狀況、
牙科疾病早期發現潛在病患，採取牙科專科的齒列、牙弓矯正或止鼾器等非手
術治療。至於中重度阻塞性呼吸中止症且無法配合使用呼吸器的病患，則可以
採取頦舌肌前置、顎前置（正顎手術）等手術方式。
 蕭凱元醫師指出，口腔健康照顧好，可以讓自己吃得好、睡得著，身體、精
神跟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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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呼磨牙 恐與口腔疾病有關
cdns.com.tw/articles/450102

醫師蕭凱元說，睡覺打呼、磨牙和出現睡眠呼吸中止，常與口腔疾病有關。（成大醫院提供）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27歲鄭姓男子睡覺時會打呼、磨牙並有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狀，影響到白天工作及開
車，就醫才發現竟與口腔疾病有關，經以止鼾器同時改善夜間磨牙及睡眠呼吸中止之問
題，打呼也因此改善許多，睡眠呼吸中止症轉為輕度，治療半年夜間磨牙也消失。

成大醫院睡眠專科醫師、口腔醫學部口腔顎面外科醫師蕭凱元表示，睡眠時會習慣性打呼
的人，有相當高的機率合併有前述與口腔相關的問題，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有「阻塞性睡眠
呼吸中止」的情形！有些人會因睡眠時的躺姿，加上口咽部肌肉放鬆癱軟，使得呼吸氣流
因呼吸通道狹窄、阻塞，因此產生通氣不順的聲響（打呼）及缺氧問題。這種呼吸道不通
暢，導致打呼者常以嘴巴開開的方式「口呼吸」，也因此減少口腔中的唾液，造成口乾、
口腔的自淨抑菌能力降低，進而產生口臭，和蛀牙菌及牙周病菌大量繁殖；且口呼吸使用
的頰部肌肉也會因過度收縮而改變臉型，導致咬合不正，影響外觀，更進一步讓呼吸道變
狹窄，加重口呼吸的惡性循環。

他說，呼吸通道狹窄、阻塞致通氣不順，在反覆性缺氧的情況下，患者易在睡夢中覺醒，
很難進入深層睡眠狀態，造成睡不飽的現象。而體內長期缺氧，更容易讓身體發炎指數升
高，提高日後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心臟衰竭的風險。

2021-08-31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45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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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凱元說，先自我檢查，若有打呼（睡眠鼾聲）並出現下列4個症狀，就趕快就醫診治，包
括1.容易口乾、口臭。2.下巴後縮、咬合不正。3.儘管很努力刷牙了，牙周病仍未顯著改
善。4.夜間磨牙嚇到枕邊人，甚至導致白天頭痛、顳顎關節疼痛。口腔健康照顧好，可以
讓自己吃得好、睡得著，身體精神跟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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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呼吸中止症合併夜間磨牙 佩戴止鼾器改善
health.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656100

首頁 > 新聞現時批 > 即時新聞
2021/08/31 14:07

成大醫院口腔顎面外科主治醫師蕭凱元檢視患者佩戴止鼾器需評估下顎前置量是否合適、
需要調整。（成大醫院提供）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27歲鄭先生兩年前因習慣性睡覺時打鼾、睡眠品質不佳就醫，
診斷是中度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因難適應呼吸器、未佩戴；2020年由於夜間磨牙，到
成大醫院求診，醫師給予佩戴止鼾器，夜間睡覺不再磨牙也改善打鼾，治療半年，患者再
做睡眠檢查，睡眠呼吸中止症轉為輕症，對療效感到滿意。

成大醫院口腔顎面外科主治醫師蕭凱元指出，有些人會因為睡眠時的躺姿，加上口咽部肌
肉放鬆癱軟，使得呼吸氣流因呼吸通道狹窄、阻塞，產生通氣不順的聲響（打鼾、打呼）
及缺氧問題。

他說，這種呼吸道不通暢，使得打呼者常以打開嘴巴方式「口呼吸」，因此減少口腔中唾
液，造成口乾、口腔自淨抑菌能力降低，進而產生口臭與蛀牙菌、牙周病菌大量繁殖；甚
且，口呼吸使用的頰部肌肉也會因過度收縮而改變臉型，導致咬合不正，除會影響外觀，
也會進一步讓呼吸道變狹窄，加重口呼吸的惡性循環。

https://health.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65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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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alth.ltn.com.tw/breakingNewslist
https://health.ltn.com.tw/breakingNews/9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1/08/31/3656100_2.jpg


2/2

成大醫院口腔顎面外科主治醫師蕭凱元為患者說明睡眠生理檢查結果。（成大醫院提供）

在這種反覆性缺氧情況下，患者常容易在睡夢中醒來，很難進入深層睡眠，造成怎麼睡都
睡不飽，而體內長期缺氧，更容易讓身體發炎指數升高，在體內埋下日後高血壓、高血
糖、高血脂與心臟衰竭的種子！

蕭凱元表示，近年針對夜間磨牙患者研究發現，受試者在睡眠檢查中的磨牙開始前，有血
氧下降情形；而磨牙開頭動作「下顎前突」，也被認為可能與為了暢通呼吸道相關。雖然
夜間磨牙與睡眠呼吸中止症關聯性尚待釐清，但在臨床治療發現同時有這2項困擾的病患並
不少，值得深入探討。

至於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診療，蕭凱元說，常需不同專長的睡眠專科醫師協同合作，牙科及
口腔顎面外科醫師能根據病患口顎、齒列狀況、牙科疾病早期發現潛在病患，採取牙科專
科的齒列、牙弓矯正或止鼾器等非手術治療；而中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無法配合用呼吸器
的病患，則可採取頦舌肌前置、顎前置（正顎手術）等手術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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