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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才如何打造？成⼤邀各界菁英找出世界舞台⾦鑰

發稿時間：2022/06/28 18:00  最新更新：2022/06/28 18:00

當台灣逐步在世界舞台上展露頭⾓，台灣年輕世代是否準備好國際化的競爭⼒？為了培育
成功⼤學邀約在台的各國菁英，為打造國際⼈才找到成功⽅程式！
全球化的浪潮讓新世代的⼈才發展不再侷限在單⼀國家或地區，跨國的交流與合作更是常
疫情推升遠距⼯作的各種可能性，在地與全球連結將成為新常態。國立成功⼤學⼀直是國
育院所之⼀，有感於國際化⼈才的重要性與⽇俱增，推出「雙語計畫」，包括學⽣、教師
培養其英語及專業領域之具有國際競爭⼒的素養。
收集世界菁英意⾒，了解國際⼈才需求對年輕學⼦⽽⾔，具有英語與國際化的專業能⼒，
基礎，⾯對全球同步競爭，還需要什麼呢？為找出未來國際競爭趨勢，成功⼤學於2022年
舍艾美酒店及成功⼤學⼆地辦理「國際新⼈才成功⽅程式」國際論壇，收集各界資訊並與
動交流，⼀同為台灣的學⽣找到突圍國際的破⼝，墊定未來台灣國際發展的基礎。
台北場論壇除了有教育部政務次⻑劉孟奇、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彥儀司⻑與成功⼤學校⻑
英國文化協會羅瑞福處⻑、加拿⼤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貿易暨投資處敬獵⼈處⻑、台北德國
主任⾦郁夫博⼠、美國在台協會代理柯傑⺠處⻑、紐⻄蘭商⼯辦事處⾺嘉博代表、美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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嵋嵐等熟知台灣與國際情勢的嘉賓，透過論壇蒐羅學界、政界、產業界對國際化⼈才需求
合在地與國際的經驗，並與多領域的菁英互動交流。台南場論壇同步連線台北場論壇，並
界代表，現場還有展覽活動，邀請美國、英國、澳洲等國家參展並提供第⼀⼿當地教育資
教育⼯作者與國際產官學界代表交流的機會。

以「國際競合⼒」為年輕學⼦打造國際舞台階梯台灣⼀直在國際貿易上扮演重要⾓⾊，近
推升國際地位，對於台灣年輕世代⽽⾔，全球性的機會與競爭同時存在，針對這樣的情勢
加基本⼈文與專業素養之外，如何促進台灣青年的國際競合⼒呢？
成功⼤學的畢業⽣多年來⼀直受國內企業青睞，不論在專業、團隊合作、潛⼒、態度上都
來在國際上，成⼤學⽣如何呈現⾃我優勢，需要更多引導。為此成⼤以發展「國際競合⼒
雙語政策希望學⽣藉由淺層語⾔了解深層的文化及社會脈絡，在各種文化或政經環境下，
分的解析或處理世界及多元文化的議題。
為了達成這樣的⽬標，成⼤分別針對語⾔、知識、理解及態度與價值等四⼤元素培育青年
與價值；除了學⽣之外，教師與⾏政⼈員也需提⾼其英語能⼒及國際認證的專業素養，學
度外，也搭建國際性平台，例如舉辦國際論壇、成立個⼈化外語諮詢中⼼、建立EMI教學
教學資源中⼼等，提升學校整體的國際化實⼒，為台灣⼈才厚實國際競合⼒。
圖．文／成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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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化的浪潮讓新世代的人才發展不再侷限在單一國家或地區，跨國的交流與合

作更是常見，尤其這二年的疫情推升遠距工作的各種可能性，在地與全球連結

將成為新常態。有感於國際化人才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國立成功大學推出「雙語計

畫」，包括學生、教師與行政人員皆齊力培養其英語及專業領域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

素養。

收集世界菁英意見，了解國際人才需求

對年輕學子而言，具有英語與國際化的專業能力，只是職場上的立足基礎，面對全球

同步競爭，還需要什麼呢？為找出未來國際競爭趨勢，成功大學於今(28)日舉辦「國

際新人才 成功方程式」國際論壇，收集各界資訊並與世界各地的菁英互動交流，一同

為台灣的學生找到突圍國際的破口，墊定未來台灣國際發展的基礎。

台北場論壇除了有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彥儀司長與成功大學

校長蘇慧貞之外，邀請英國文化協會羅瑞福處長、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貿易暨投

資處敬獵人處長、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主任金郁夫博士、美國在台協會代理柯

傑民處長、紐西蘭商工辦事處馬嘉博代表、美光科技台灣招募處長張嵋嵐等熟知台灣

與國際情勢的嘉賓，透過論壇蒐羅學界、政界、產業界對國際化人才需求與培育的觀

點，結合在地與國際的經驗，並與多領域的菁英互動交流。台南場論壇同步連線台北

場論壇，並提問台北論壇的各界代表，現場還有展覽活動，邀請美國、英國、澳洲等

國家參展並提供第一手當地教育資源，供南部學子及教育工作者與國際產官學界代表

交流的機會。（相關報導：｜）

以「國際競合力」為年輕學子打造國際舞台階梯

成功大學的畢業生多年來一直受國內企業青睞，不論在專業、團隊合作、潛力、態度

上都極受好評，然而未來在國際上，成大學生如何呈現自我優勢，需要更多引導。為

此成大以發展「國際競合力 」為重點，推出的雙語政策希望學生藉由淺層語言了解深

層的文化及社會脈絡，在各種文化或政經環境下，都能以專業恰如其分的解析或處理

世界及多元文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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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成大分別針對語言、知識、理解及態度與價值等四大元素培育

青年對世界議題的認知與價值；除了學生之外，教師與行政人員也需提高其英語能力

及國際認證的專業素養，學校除了訂立獎懲制度外，也搭建國際性平台，例如舉辦國

際論壇、成立個人化外語諮詢中心、建立EMI教學能力資料庫及雙語教學資源中心

等，提升學校整體的國際化實力，為台灣人才厚實國際競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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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國際競爭⼒ 成⼤舉辦國際論壇

發稿時間：2022/06/29 12:19  最新更新：2022/06/29 14:10

國立成功⼤學是國內最重要的⼈才培育院所之⼀，有感於國際化⼈才的重要性與⽇俱增，
畫」，包括學⽣、教師與⾏政⼈員皆⿑⼒培養其英語及專業領域之具有國際競爭⼒的素養
競爭趨勢，成功⼤學於6⽉28⽇在台北寒舍艾美酒店及成功⼤學⼆地辦理「國際新⼈才 成
壇，收集各界資訊並與世界各地的菁英互動交流，⼀同為台灣的學⽣找到突圍國際的破⼝
際發展的基礎。

強化國際競爭⼒ 成⼤舉辦國際論壇

台北場論壇出席貴賓包括有:教育部政務次⻑劉孟奇、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彥儀司⻑、成功
英國文化協會羅瑞福處⻑、加拿⼤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貿易暨投資處敬獵⼈處⻑、台北德國
主任⾦郁夫博⼠、美國在台協會代理柯傑⺠處⻑、紐⻄蘭商⼯辦事處⾺嘉博代表、美光科
嵋嵐等熟知台灣與國際情勢的嘉賓⼀同共襄盛舉。
成功⼤學校⻑蘇慧貞表⽰，期盼透過論壇蒐羅學界、政界、產業界對國際化⼈才需求與培
地與國際的經驗，並與多領域的菁英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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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台南場論壇同步連線台北場論壇，並提問台北論壇的各界代表，現場還有展覽活動，
澳洲等國家參展並提供第⼀⼿當地教育資源，供南部學⼦及教育⼯作者與國際產官學界代
蘇慧貞指出，成功⼤學的畢業⽣多年來⼀直受國內企業青睞，不論在專業、團隊合作、潛
好評，然⽽未來在國際上，成⼤學⽣如何呈現⾃我優勢，需要更多引導。為此成⼤以發展
重點，推出的雙語政策希望學⽣藉由淺層語⾔了解深層的文化及社會脈絡，在各種文化或
以專業恰如其分的解析或處理世界及多元文化的議題。
為了達成這樣的⽬標，成⼤分別針對語⾔、知識、理解及態度與價值等四⼤元素培育青年
與價值；除了學⽣之外，教師與⾏政⼈員也需提⾼其英語能⼒及國際認證的專業素養，學
度外，也搭建國際性平台，例如舉辦國際論壇、成立個⼈化外語諮詢中⼼、建立EMI教學
教學資源中⼼等，提升學校整體的國際化實⼒，為台灣⼈才厚實國際競合⼒。
(文 圖/成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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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國際化人才 成大邀各界菁英找出世

界舞台金鑰
文 鄭啟明 2022.06.28

左起依序為美國在台協會代理處長 柯傑民、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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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文化協會處長 羅瑞福、成功大學校長 蘇慧貞、紐西蘭商工辦事處

代表 馬嘉博、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貿易暨投資處處長 敬獵人 、成功大學副校長 蘇芳慶、美光

科技台灣招募處長 張嵋嵐。圖／成功大學提供

當台灣逐步在世界舞台上展露頭角，台灣年輕世代是否準備好國際

化的競爭力？為了培育台灣新世代人才，成功大學邀約在台的各國

菁英，為打造國際人才找到成功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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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浪潮讓新世代的人才發展不再侷限在單一國家或地區，跨國的交流與合作

更是常見，尤其這二年的疫情推升遠距工作的各種可能性，在地與全球連結將成為

新常態。國立成功大學一直是國內最重要的人才培育院所之一，有感於國際化人才

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推出「雙語計畫」，包括學生、教師與行政人員皆齊力培養其

英語及專業領域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素養。

收集世界菁英意見，了解國際人才需求

對年輕學子而言，具有英語與國際化的專業能力，只是職場上的立足基礎，面對全

球同步競爭，還需要什麼呢？為找出未來國際競爭趨勢，成功大學於2022年6月28

日在台北寒舍艾美酒店及成功大學二地辦理「國際新人才 成功方程式」國際論

壇，收集各界資訊並與世界各地的菁英互動交流，一同為台灣的學生找到突圍國際

的破口，墊定未來台灣國際發展的基礎。

台北場論壇除了有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彥儀司長與成功大

學校長蘇慧貞之外，邀請英國文化協會羅瑞福處長、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貿易

暨投資處敬獵人處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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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柯傑民處長、紐西蘭商工辦事處馬嘉博代表、美光科技台灣招募處長張嵋嵐等

熟知台灣與國際情勢的嘉賓，透過論壇蒐羅學界、政界、產業界對國際化人才需求

與培育的觀點，結合在地與國際的經驗，並與多領域的菁英互動交流。台南場論壇

同步連線台北場論壇，並提問台北論壇的各界代表，現場還有展覽活動，邀請美

國、英國、澳洲等國家參展並提供第一手當地教育資源，供南部學子及教育工作者

與國際產官學界代表交流的機會。

以「國際競合力」為年輕學子打造國際舞台階梯

台灣一直在國際貿易上扮演重要角色，近年因國際情勢更加推升國際地位，對於台

灣年輕世代而言，全球性的機會與競爭同時存在，針對這樣的情勢，大專院校除了

增加基本人文與專業素養之外，如何促進台灣青年的國際競合力呢？

成功大學的畢業生多年來一直受國內企業青睞，不論在專業、團隊合作、潛力、態

度上都極受好評，然而未來在國際上，成大學生如何呈現自我優勢，需要更多引

導。為此成大以發展「國際競合力 」為重點，推出的雙語政策希望學生藉由淺層

語言了解深層的文化及社會脈絡，在各種文化或政經環境下，都能以專業恰如其分

的解析或處理世界及多元文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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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成大分別針對語言、知識、理解及態度與價值等四大元素培

育青年對世界議題的認知與價值；除了學生之外，教師與行政人員也需提高其英語

能力及國際認證的專業素養，學校除了訂立獎懲制度外，也搭建國際性平台，例如

舉辦國際論壇、成立個人化外語諮詢中心、建立EMI教學能力資料庫及雙語教學資

源中心等，提升學校整體的國際化實力，為台灣人才厚實國際競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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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主辦雙城國際化趨勢論壇  攜手產官學領袖暢談台
灣人才突圍之道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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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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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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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企業中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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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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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以投入國際就業市場，同時提升畢業生的國際移動力，以利打造更好職涯；臺灣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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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國際化學研環境。

美國在台協會代理處長柯傑民表示，面對時局變化快速、產業結構不斷發展下，臺灣產業具

有非常好的領導地位足以面對改變，但也因為生育率下降將面對勞動力不足挑戰；過去臺美

兩國成立「台美教育倡議」，促進臺美雙國之間語言學習交流，希望此舉能進一步促成臺灣

政府2030年雙語政策目標；而針對未來人才培育，臺灣必須建立以創新為基礎的經濟體，而

國際化人才則需具備尖端技術性know-how、具有全球性觀點且具備良好領導力、溝通力及

英語環境下語言運用技巧與國際觀。

紐西蘭商工辦事處代表馬嘉博說，紐西蘭跟臺灣有一樣基礎，是「具有良好教育系統的島

國」，不但對國外輸出優秀人才，也吸引國際移民到臺灣或紐西蘭工作；他根據英國經濟學

人的調查數據說明，臺灣在全球教育指數位列世界17，但相較鄰近各國仍有進步空間；為了

維持臺灣的國際競爭力，臺灣一定要充分把握「人才」，尤其是臺灣最有發展力ＩＴ產業；

除了積極響應政府2030雙語政策，積極發展國際化教育課程；學校彼此間也應充分合作並與

駐台國際辦事處保持聯繫，因為「國際化將是新常態。」

英國文化協會處長羅瑞福提到，實行雙語教育的潛在優勢，除了能實質上增加國際排名、吸

引更多國際頂尖人才到臺灣交流，更能打造國際化教學與研究還，讓教職員生與國際增進交

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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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2019年與加拿大政

府所支持的全國性非營利組織「Mitacs」簽訂合作備忘錄，透過提供學生獎學金，讓研究科

技得以轉化為產業發展量能，促進兩國企業創新成長。

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主任金郁夫認為，國際學生對於每一個國家都是不可或缺的，而臺灣

應該善用國際學生發展潛力，成為支持臺灣發展新力量；臺灣的高等教育學府除了提供臺灣

學生資源與環境，也應給國際學生國際化的教學與生活體驗，盡力協助以增進多元國際交

流。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司長李彥儀表示，人才發展與競爭的全球化趨勢，包含科技創新與

工業轉型；面對這樣變化，「產業所需要的方向就是教育人才培育的方向。」她認為高等教

育應擺脫越來越同質化問題，扮演串連產業與教育橋樑，彌補其中差異，而現有全球化的教

育資源應該盡量提供給學生，讓學生運用更多資源。

臺北論壇在豐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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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業轉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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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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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國立成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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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s at NCKU forum: Higher
international enrollment a solution to
Taiwan's job market crisis
Low-wage, hierarchical business culture isolated as biggest obstacle to
attracting foreign talent

By Sophia Yang, Taiwan News, Staff Reporter
2022/06/28 19:08

TAIPEI (Taiwan News) — In the face of a looming super-aged society, a shrinking

labor force and stronger demand for global-minded talent, increased international

enrollment could be a quick fix to multiple crises, said experts at a forum on

interna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aiwan, on Tuesday (June 28).

Ranked 33rd globally in the 2022 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 Impact Rankings,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hosted a forum that gathered the top

influencers in shaping the country's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high-tech jobs to

Experts from academia, governments, and industries share their perspectives on
future talent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at NCKU's forum in ...

https://www.taiwannews.com.tw/en/search?keyword=Sophia%20Yang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rankings/impact/2022/overall#!/page/0/length/25/sort_by/rank/sort_order/asc/cols/un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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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views on the most pressing issues relating to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alent acquisition.

Lio Mon-chi (劉孟奇), deputy minister of education, said in his pre-recorded

speech that the country has been offering various incentives to recruit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 a way to counter the challenges of an aging population.

A bilingual environment and industry-academic collaboration, Lio said, can add to

Taiwan's attractiveness.

Dr. Josef Goldberger, Director of 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s

Information Centre in Taipei, said recrui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an even out

the ever-decreasing enrollment of local students, internationalize campus life, and

attract a more talented international workforce. To prepare these overseas

students to enter the local job market, internship programs and language training

should be in place, he suggested.

Two years ago,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set a goal to develop the country into a

bilingual nation by 2030, but participants in Tuesday's event agree more can be

done.

Ed Jager, director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from the Canadian Trade Office in

Taipei, shared his observations about growing up in a bilingual country, saying

people should be informed of the various benefits of learning and using a different

language; also, the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use the language has to be

created. "It is bilingualism that helps Canada distinguish itself on the world stage

and gain more opportunities," he added.

Ralph Rogers, director of the British Council in Taiwan, said the organization has

been working with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cross Taiwan to give quality

training to English teacher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offer insights into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makers and stakeholders.

The NCKU's Global Future Forum also touched upon the pressing issue of

acquiring and retaining internationalized and well-trained talent in Taiwa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low-wage, hierarchical business culture, which Goldberger

isolated as the country's biggest shortcoming when it comes to attracting global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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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n Technology also took part in the event, whose talent acquisition chief in

Taiwan, Milan Chang (張嵋嵐), also addressed the issue of talent crunch and

expressed the hope to scratch restrictions on part-time foreign workers, for

example,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talent to work for Taiwanese companies, thus

increasing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her speech at the event, NCKU President Su Huey-jen (蘇慧貞) said the school

has been looking closely at industry demands to cultivate "future talent" and

partnerships with foreign offices in Taiwan to design curriculums that improve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addition to job-specific hard skills, she urged

students to embrace diversity as a competitive edge.

Tuesday's forum was also live-streamed on NCKU's main campus in Tainan to

allow its students and faculty to listen to the speeches and to take part in the

panel discussions. An exhibition was held on the campus to promote the school's

bilingual education program and to enable students and faculty to network with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stakeholders.

 

(NCKU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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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人才趨勢策展臺南場  成大展現多元學習雙語教學
環境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際新人才成功方程式/未來人才趨勢策展臺南

場，今天(28)上午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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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等單位一同參展，介紹國際教育資源，吸

引現場近百名師生到場參與，並與臺北會場連線，盼能了解更多全球教育趨勢，並可現場與

專業人員商討不同學涯規劃。

國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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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筱雯指出，學習外語不僅是增進溝通，也打開不同視野，面對變化萬千未來，成大不僅提供

多元英文學習環境給外籍生，更讓本籍生擁有到國外進修、實習機會，紮實推進教育資源，

打造在地國際化生態，盼能培養更多具國際競爭力人才。

到場看展的成大護理系大四黃同學表示，設定好自己的目標是最重要的，下學年即將要去新

加坡交換學生一學期，自從決定好學涯規劃之後，這學期開始也開始安排相關雙語課程，發

現學校竟然提供這麼多豐富資源；新加坡是個國際化城市，透過今天論壇，也加深肯定自己

所下決定。

成大生科產業系博士生柯同學表示，未來有去德國、美國留學想法，「學校提供系上許多相

關的交換計畫，今天主要想來參考一些留學資訊。」

南臺科技大學工業管理學系大二劉同學生也特地來成大參加講座，「未來有出國唸書計畫，

聽完今天的論壇，更覺得必須要增進自己的英語能力，無論要去哪個國家學習，不論是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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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參與公共事務，都必須使用英語，尤其看到臺上對答如流的講者，要有一定水準英語能

力才可以說出自己想法。」

成大副教務長蔡群立在臺南場就教育部2021年9月提出「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計畫」做簡

報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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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在高中、大學習得英語，只是單純英語能力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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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自然學習環境，盼能藉此提升學生專業英語能力。

成大國際處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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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校國際交換學生計畫，讓成大學生與

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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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普渡雙聯組⾸度⾶往美普渡⼤學文化學術交
流

⼤成報／于郁⾦ 2022.06.28 23:07

【⼤成報/記者于郁⾦/臺南報導】排除萬難，全臺⾸發！緊接在國立成功⼤學蘇慧貞校

⻑代表赴美參加2022年美洲教育者年會博覽會(NAFSA)之後，成⼤普渡雙聯學位計畫

學⽣6⽉26⽇⾶往美國普渡⼤學參加⾸度由兩校合辦的短期密集課程。  

本次前往美國普渡⼤學參加暑假密集課程的成⼤學員包含⼤⼀、⼤⼆⽣，共計41名；6

⽉27⽇起⾄7⽉10⽇，課程為期兩週，期間不僅安排普渡⼤學教授的密集專業課程，亦

規劃各項交流參訪活動，讓學⽣能在美國直接體驗當地多元文化，吸收頂尖教育資源，

提升國際視野，以期未來成為解決全球性問題的跨領域⾼階⼯程⼈才。 

成⼤國際處副國際⻑暨國際教育組組⻑顏妙芬表⽰，近幾年停駛的⾶機沒有暫停臺灣學

⽣對於跨國教育的追求與嚮往；成⼤普渡雙聯學位計畫除了在校內開設普渡⼤學教授遠

端連線專業課程之外，今(2022)年暑假更與普渡⼤學辦理⾸屆暑假密集課程，兩校共同

合作策畫，預計提供學⽣全新專業知識與學習體驗。 

依據普渡雙聯學位計畫學程，參加計劃學⽣於⼤⼀升⼤⼆的暑假，規劃前往美國普渡⼤

學參加正式課程。成⼤電機系主任林志隆表⽰，去(2021)年全球COVID-19疫情嚴峻，

考量學⽣健康安全，暑假課程延後1年舉辦；今(2022)年在各地旅遊管制逐漸放寬條件

下，本校以最⾼規格防疫標準超前規劃，排除萬難，做好萬全準備，讓家⻑放⼼讓學⽣

前往美國普渡⼤學。 

https://n.yam.com/
https://n.yam.com/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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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電機系、機械系及資訊系普渡雙聯學位計畫，經教育部核定，於109學年起招⽣，

規劃⼤⼀⾄⼤三就讀成⼤，⼤四及碩⼠到美國普渡⼤學就讀，順利者可在5年取得成⼤

⼯學⼠與普渡⼤學碩⼠學位，110學年起共開出26個名額。  

校⽅表⽰，普渡⼤學為美國知名綜合性公立⼤學，尤以農業、科學以及⼯程科系研究⾒

⻑，其⼯學院⼀向保持在全美排⾏前10名，素來有美國太空⼈搖籃美譽，為全球頂尖

⼯程學校之⼀；1952年成⼤與普渡開啟⻑達14年國際研究合作關係，為臺灣產業培育

無數傑出⼈才，是成⼤蛻變為⼀流⼤學重要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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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舉辦2022全國英語紀錄短片「SDGs故事募
集競賽」
2022-06-29 上午 09:37 記者姜翔／綜合報導

2022全國英語紀錄短片－SDGs故事募集競賽。圖：成功⼤學提供

 

教 育 部 於  2021 年  9 ⽉ 正 式 啟 動 「 ⼤ 專 校 院 學 ⽣ 雙 語 化 學 習 計
畫 」 ， 以 培 育 學 ⽣ 國 際 溝 通 ⼒ 為 ⽬ 標 ， 藉 此 提 升 ⾼ 教 國 際 競 爭
⼒。為⿎勵學⽣修讀 EMI 課程與創造雙語學習環境，國立成功⼤
學推動專業學習與影片作為學習模式，6⽉25⽇下午舉辦「2022
全國英語紀錄短片－SDGs故事募集競賽」⿎勵學⽣透過影像與英
語表達敘事⼒，⼀同思考永續未來的發展。

 

來⾃全台的參賽隊伍需以英文介紹影片製作構想，再播放影片作
品呈現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標（SDGs）的獨特觀點故事。此次
共有15組隊伍進入決賽，競爭激烈。決賽將透過線上會議室與國
立成功⼤學雙語教學資源中⼼臉書直播與各界分享，歡迎師⽣、
來賓⼀起上線⿎勵與⽀持學⽣作品。賽後除了選拔前三名與最佳
劇情獎、最佳視覺表現獎、最佳英文敘事獎與優選獎等獎項，當
天也將在Webex線上會議室進⾏網路⼈氣投票，選出1名網路⼈氣
獎。

 

教育部2021年以「強化學⽣英語⼒，推動全英語授課，整體提升
⾼教國際競爭⼒」為計劃願景，成⼤也隨之設立雙語教學資源中
⼼，專責打造成⼤優質的雙語學習環境，提升學⽣的專業英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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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打造成⼤優質的雙語學習環境，提升學⽣的專業英文能

⼒與國際競合⼒。

 

成⼤教務⻑王育⺠表⽰，成⼤積極促進學⽣具有國際競合⼒的四
⼤要素：（1）獲得專業學科的專業知識，（2）在多元化的環境
中，學⽣能使⽤英語進⾏溝通，（3）學⽣對於多元文化維持⾼靈
敏和察覺度，並且願意尊重、細⼼對待多元與不同之文化，（4）
具有國際觀，並能適切掌握與分析國際議題。

 

專業英文銜接課程。圖：成功⼤學提供

 

王 育 ⺠ 認 為 ， 成 ⼤ 在 創 造 學 ⽣ 具 有 豐 富 學 習 國 際 溝 通 技 巧 的 機
會 ， ⼀ 直 致 ⼒ 於 強 化 學 ⽣ 的 國 際 競 合 ⼒ 。 同 時 藉 由 設 置 EMI
（English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全英文授課）課程提升
學 ⽣ 的 專 業 英 文 能 ⼒ ， 並 將 成 ⼤ 打 造 為 英 文 學 習 的 ⾃ 然 場 域 環
境。

 

成⼤副教務⻑暨成⼤雙語教學資源中⼼執⾏⻑蔡群立指出，EMI課
程 是 使 ⽤ 英 文 來 教 授 專 業 的 課 程 ， 老 師 授 課 的 內 容 、 班 級 的 互
動、學習的講義、⼝頭報告、作業等皆是以英文來表達，但老師
可以觀察學⽣上課的學習成效，彈性運⽤30%以下的中文協助課
程教學，藉此提⾼學⽣的學習意願。

 

成⼤為⽀持學⽣修讀EMI課程，使⽤英文錄製銜接課程，內容包含
成⼤主要專業核⼼課程，讓⼤⼀新⽣了解各專業領域的重要概念
和專業名詞。預計8⽉底上架所有銜接課程於成⼤網⾴ 歡迎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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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專業名詞。預計8⽉底上架所有銜接課程於成⼤網⾴，歡迎全國

⼤⼀新鮮⼈⼀起上線學習。

 

成⼤蔡群立副教務⻑說，為⿎勵成⼤學⽣或未來到成⼤就讀同學
參加英文CFER檢定，凡通過英文CFER檢定（包括TOEIC, TOEFL,
IELTS, GEPT,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或其他相關可
以被認可的英文檢定），聽、說、讀、寫B2以上等級者，成⼤將
全額補助報名費。

 

國立成功⼤學的雙語政策，是從語⾔的學習，深化⾄多元專業的
理解，將語⾔活⽤，成為同學在⽣活、學業以及畢業後專業領域
上⼀個溝通⼯具，成⼤會透過正式課程、課外活動、以及環境的
建置全⽅⾯培育學⽣國際競合⼒。歡迎各界追蹤「國立成功⼤學
雙語教學資源中⼼」粉絲專⾴，隨時接收最新的成⼤雙語教學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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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排行榜出爐！ 高教M型化 成大擠下

陽明交、清大奪綜合第二

2022-06-29 15:25  聯合新聞網／  29日電

圖／遠見提供

《遠見雜誌》今(6/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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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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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北醫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99%BD%E6%98%8E%E4%BA%A4%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C%97%E9%86%AB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86%AB%E5%AD%B8%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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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分榜30強出列 六大面向檢視校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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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局ESG和半導體 成大站上綜合類第二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D%8A%E5%B0%8E%E9%AB%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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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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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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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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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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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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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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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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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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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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遠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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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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謝明彧    攝影 / 張智傑
2022-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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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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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vm.com.tw/article/91386
https://www.gvm.com.tw/author/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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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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2022《遠見》大學排行榜。李婉琪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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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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2022《遠見》大學排行榜。李婉琪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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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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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22《遠見》大學排行榜。李婉琪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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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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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22《遠見》大學排行榜。李婉琪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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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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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22《遠見》大學排行榜。李婉琪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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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022《遠見》大學排行榜調查方法。李婉琪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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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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深耕計畫第1期最後1年 台大獲23億、成大14億
中時 林志成15:33 2022/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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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潘文忠曾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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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er/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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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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潘文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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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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學與賴清德點亮南台灣的雄⼼壯志　打造
次世代的經濟奇蹟
2022-06-28 下午 03:48 記者陳若寧 / 綜合報導

賴清德副總統出席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圖：成功⼤學提供

 

2022上半年最夯的熱搜名詞就是「NFT」、「元宇宙」， 6⽉24
⽇在台南遠東香格⾥拉酒店舉辦為期兩天的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
博覽會，賴清德副總統出席典禮時，感謝3所⼤學校⻑共同出席，
未來盼能善⽤科技讓城市進步，成為世界的台南，並加值地⽅特
產，打造次世代的經濟奇蹟。

 

賴清德副總統、台灣區塊鏈⼤聯盟總陳美伶召集⼈、台南市趙卿
惠副市⻑，6⽉24⽇與國立成功⼤學蘇慧貞校⻑、⻑榮⼤學李泳龍
校⻑、中信⾦融管理學院施光訓校⻑，出席由台南市政府、全國
商業總會擔任指導單位，台灣區塊鏈⼤聯盟、KNOWING新聞、
幣特財經、鍶科技共同主辦，成功⼤學協辦的台南區塊鏈產業國
際博覽會。

 

「點亮南台灣的雄⼼壯志」，賴清德副總統致詞時表⽰，台南的
半導體與光電產業廊帶，吸引許多國際知名廠商到台南設廠，過
去 幾 年 來 ⼤ 家 也 都 很 努 ⼒ ， 包 含 台 積 電 不 斷 在 新 市 科 學 園 區 加
碼 國際級的協⼒廠商到台南 都讓今天的產業博覽會顯得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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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國際級的協⼒廠商到台南，都讓今天的產業博覽會顯得特別

有意義，「過去⼀府⼆鹿三艋舺，如今，台南是台灣的台南，未
來盼能讓台南成為世界的台南」，南臺灣要扛起責任，由頂尖的
學校與廠商共同攜⼿，培育更多優秀新⽣代，讓台南躍上全球的
新舞台，

 

賴清德表⽰，⼯業4.0最重要的就是區塊鏈，他在台南市⻑任內不
斷推動科技新城、文化⾸都這個⽬標，後來到了⾏政院也推出五
⼤國家發展⽬標，加上綠能與智慧國家等概念，無論是市⻑還是
院⻑，「⼀直認為科技對台灣非常重要，善⽤科技讓城市進步，
讓國家發展，這是台灣在國際上競爭必備的元素」，如今世界各
個⾓落，都感受到智慧新世代的來臨。

 

賴清德副總統（中）與參與博覽會的成⼤學⽣合影。圖：成功⼤學提供

 

賴清德說，期許年輕⼈能積極投入新創產業，打造次世代的經濟
奇蹟，並將區塊鏈應⽤於地⽅創⽣，他進⼀步解釋，台南市⻑任
內，遇到⽩河蓮⼦被越南進⼝的蓮⼦⿂⽬混珠這件事，未來如果
能應⽤區塊鏈，建立⽣產履歷，就能間接保障地⽅產業，像是確
認芒果、菱⾓等作物與虱⽬⿂、⽯斑⿂等農漁作物的品質等，盼
能與青年創業家共同完成這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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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在區塊鏈產業的發展也從不缺席」，成⼤蘇慧貞校⻑致詞
時表⽰，2018年⼀群對區塊鏈有興趣的成⼤學⽣，創立成⼤區塊
鏈研究社，以區塊鏈的市場端及研究端作為社團的營運重點，即
便在龐⼤的學分壓⼒之下，保持與國際接軌的習慣，「我們也跟
著他們⼀起學習，沒有忘記對社會創新的使命」，不僅創立第⼀
個通過教育部驗證的「教育部數位學位證書系統建置」系統，也
啟動數位貨幣的研究。

 

蘇慧貞表⽰，成⼤作為台灣頂尖研究型⼤學，持續與在地與國際
合作，從過去、現在到未來下個世代，不論是台灣重點產業的轉
型與創新，從智慧半導體、永續製造等到全球新興的數位科技浪
潮，包含去中⼼化的NFT、元宇宙、或是CBDC 央⾏數位貨幣、
企業級區塊鏈技術與應⽤都沒有缺席，也很⾼興與「台灣區塊鏈
⼤學聯盟」合作，共同推動「數位化氣候⾏動」的落地試驗，期
許 將 區 塊 鏈 帶 來 的 新 興 理 念 ， 轉 化 為 實 質 的 數 位 化 科 技 解 決 ⽅
案，⽀持產業在碳盤查⼯作中的資料透明性與流通性問題。

 

中華⺠國全國商業總會理事⻑許舒博表⽰，後疫情時期產⽣新的
產業，就需要新的交易模式，協助提昇產業升級、發展，藉由各
位⼤⼒⽀持，2018年成立了區塊鏈研究所，希望能提升各項產業
升級，這次會議的結論可以⽤在各種商業模式上⾯。

 

「數位時代的來臨是不可逆的趨勢」，台灣區塊鏈⼤聯盟總陳美
伶召集⼈說，過去兩年多不少產業受到疫情影響，但意外的以區
塊鏈作為核⼼技術的產業，卻蓬勃的發展，尤其是30歲以下的年
輕⼈已經在元宇宙中尋求未來，希望能藉由在南部舉辦的⼤型論
壇與博覽會、招募更多⼈才，從南部翻轉台灣，台灣在2017年⼤
學都還沒有相關的課程，但現在已經有300多個相關的課程，感謝
3所⼤學的校⻑成為重要的推⼿，為台灣年輕世代注入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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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照顧罹癌⺟ 台南新化⾼中單親
孝女捨清華、選成⼤

新化⾼中應屆畢業⽣魏君伃（中）奮發向上，獲

頒該校文教基⾦會孝悌懿⾏獎。（新化⾼中提

供）

2022/06/29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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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吳俊鋒／台南報導〕台南新化⾼中應屆畢業⽣

魏君伃，由於⽗親早逝，為了能就近照顧罹癌的⺟

親，減輕求學的各項經濟負擔，今年度⼤學申請入學

時捨國立清華⼤學與中央⼤學，選擇就讀在地成功⼤

學⼯程科學系；從⼩就深知認真學習能使⾃⼰更強

⼤，進⽽改善家裡的經濟，因此奮發向上，⽽她的乖

巧、體貼，也獲頒該校文教基⾦會孝悌懿⾏獎。

魏君伃認為，照顧好⾃⼰，就能減輕⺟親的負擔，她

也提到，「媽媽是我學習的榜樣，即使⾯對困難挑

戰，仍⽤最好的⾝教與最樂觀的態度⽀持著我」。

導師鄭⽉珠表⽰，君伃在校成績非常優異，前5學期
校排3％，從⾼⼀迄今，對於數學⽅⾯更是感到興
趣，通過AMC10級與APX中級的檢定，在⾼三還獲
得數學學科能⼒競賽佳作，獲得極⾼的評價。

在師⻑眼裡，魏允文允武，且認真負責，辦事能⼒有

效率，她也深獲同儕的⾼度好評，早年喪⽗，思想與

⾏為比同齡的孩⼦早熟獨立。

校⻑許宏明指出，魏君伃求學⾄今，接受過政府、團

體頒發獎學⾦，專⼼向學也熱⼼積極協助班上事務，

⼈緣很好深獲同學喜愛，是位奮發向學能成就別⼈的

學⽣，恭喜她如願考取成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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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早逝、照顧癌母 她捨北部國立大學就

近讀成大

2022-06-29 13:05  聯合報／  記者謝進盛／台南即時報導

父親早逝的國立台南新化高中應屆畢業生魏君伃，

為照顧罹癌母親及節省求學負擔，大學申請入學捨

國立清華及中央大學，就近讀成功大學工程科學

系，懂事及孝心的她，讓不少人動容不已。

為就近照顧癌母，父親早逝的 新化高中應屆畢業生魏君伃（中），捨棄北部

國立大學就近讀成 大 。圖  ／學校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2MT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4%B8%AD%E5%A4%AE%E5%A4%A7%E5%AD%B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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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是我學習榜樣，即使面對困難與挑戰，仍用

最好的身教和最樂觀的態度支持著我。」魏君伃感

謝母親小時候照顧她，從小便深知認真學習能使自

己更強大，進而改善家裡經濟；照顧好自己能減輕

媽媽的負擔。

她的導師鄭月珠說，君伃在校成績非常優異，前五

學期校排3％，從高一迄今，對數學更 是感到興

趣，通過AMC10級與APX中級檢定，高三還獲得數

學學科能力競賽佳作。

多名師長也說，魏君伃辦事能力有效率，深獲同儕

高度好評，早年喪父的她，思想與行為比同齡的孩

子早熟獨立。

校長許宏明表示，魏君伃求學至今，接受過政府、

團體頒發獎學金，專心向學也熱心積極協助班上事

務，人緣很好深獲同儕喜愛，奮發向學如願考取成

功大學。

他指出，新化高中在申請入學方面共有40名學生錄

取國立大學，其中黃琇羚錄取國立中央大學企管

系，同時錄取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另有多

人錄取成功大學、中興大學等頂尖大學。新化高中

近幾年來繁星推薦及申請入學上錄取國立大學及頂

尖大學上，不論質與量皆有提升，本年度連同之前

經由繁星推薦錄取學生，已近40%錄取國立大學。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B9%81%E6%98%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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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神⽊島！ 「找樹的⼈」團隊
解巨⽊之謎、盤點森林碳匯

林試所助理研究員徐嘉君表⽰，找出巨⽊之後將

展開⼀系列⽣態研究，圖為卡阿郎巨⽊。（林試

所提供）

2022/06/28 18:20

〔記者楊媛婷／台北報導〕台灣是世界上少有巨⽊且

保留原始林相的國家，也成為森林科學家可展開相關

研究的「神⽊之島」，林試所和成功⼤學4年前開始
「找樹的⼈」計畫，不只要找出台灣最⾼樹，也希望

解開全球森林科學家都還未解開的謎底，就是為何可

⻑成巨⽊的原因。

台灣有豐富的原始林相，也讓台灣成森林相關研究的

沃⼟，不過直到林試所和成功⼤學展開「找樹的⼈」

計畫，才⾸度透過空載光達技術掃描台灣國⼟內的森

林⼀遍，並掌握台灣何處可能有巨⽊的分布圖，計畫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6/28/3974972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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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林試所助理研究員徐嘉君表⽰，未來團隊希

望可以進⼀步分析哪種⽣態條件、環境適合巨⽊⽣

⻑。

森林都是扮演淨零排碳的要⾓，徐嘉君說，透過該計

畫也可盤點森林的碳儲量，她說，過去很難測量樹的

⾼度，隨著光達、攀樹技術⼯具的進步，現在可以測

量樹⾼，可測量樹⾼才有辦法推估這棵樹年齡，進⽽

推估可能的碳匯量。

該團隊蒐集的光達圖分別為2010年與2021年，時間
跨度恰好是10年，徐嘉君表⽰，從同樣區域的光達圖
中可以看到，部分原始林區約30公尺⾼的樹⽊，經過
10年⻑⾼約1公尺，較其他區域⻑得更快，未來也將
針對這些區域做⽣態因⼦等相關分析，「這些都是全

球森林科學家想找出的答案，相比歐美已經沒有原始

林可做研究，台灣真的是得天獨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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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試所攜⼿成⼤找樹 80米台灣杉 可望
成東亞最⾼樹

編號55214巨⽊可能是台灣杉，林試所預定年底⾄現場勘查，該
巨⽊可望成東亞第⼀⾼樹。（圖：林試所提供）

2022/06/29 05:30

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和成功⼤學共組「找樹的⼈」團隊，尋找台

灣最⾼樹，透過光達技術，在⼤安溪上游發現⼀棵可能超過80
公尺巨⽊，林試所助理研究員徐嘉君表⽰，全球有巨⽊的位點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6/29/14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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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10處，台灣是其中之⼀，從經驗研判，該棵編號55214巨
⽊可能是台灣杉，預定年底⾄現場勘查，該巨⽊可望成東亞第

⼀⾼樹。（記者楊媛婷）

找出台灣最⾼樹的計畫⽬前已經進⾏到第4年，找出⾼樹不只靠
光達，只要樹⽊的情況許可，研究⼈員都會直接攀爬到樹頂測
量。（圖：林試所提供）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6/29/14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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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樹的⼈」團隊 ⽤雷射測距原理掃描
森林 15萬⼈次參與比對圖 拚找出最⾼
樹

「找樹的⼈」團隊號召超過⼗五萬⼈次，參與光達地形圖比對，
短短⼀個⽉完成五萬多張，希望讓最⾼樹現蹤。圖為卡阿郎巨
⽊。（林試所提供）

2022/06/29 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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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媛婷／台北報導〕台灣是世上少數有巨⽊且保留原始

林相的區域，成為森林科學家研究的「神⽊之島」，林試所助

理研究員徐嘉君和成功⼤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教授王驥魁團

隊，四年前開始「找樹的⼈」計畫，號召超過⼗五萬⼈次參與

光達地形圖比對，短短⼀個⽉完成五萬多張；鄉⺠的強⼤⼒

量，讓最⾼樹呼之欲出。

研究團隊說明，空載光達技術為利⽤雷射測距原理，從空中掃

描森林，因雷射具有穿透森林樹冠層到地表特性，當雷射光接

觸到地表後會形成點雲資料，回傳後可繪出樹冠⾼度與地⾯地

形模型，若兩者⾼度差距超過六⼗五公尺，就可能為巨⽊所

在。「找樹的⼈」計畫，⾸度透過此⼀技術掃描台灣國⼟森林

⼀遍，掌握何處可能有巨⽊的分布圖。

徐嘉君表⽰，研究團隊使⽤樹⾼模型資料，以⾃動化辨識挑選

疑似巨⽊位置，扣除坡度在七⼗度以上的陡峭地形後，相關光

達地形圖仍⾼達五萬多張，若只靠研究⼈員確認，⾄少花上五

到⼗年。去年透過網站號召⺠眾，超過⼗五萬⼈次參與，短短

⼀個⽉就完成所有比對，「感謝鄉⺠的⼒量」！

徐嘉君觀察台灣⼤部分巨⽊特徵，因常有颱風威脅，巨⽊常⻑

在中央⼭脈避風⾯，但台灣⼭區地形陡峭，加上巨⽊皆為針葉

林種，需費近千年時光才能⾼逾七⼗公尺，未來團隊將進⼀步

分析哪種⽣態條件、環境適合巨⽊⽣⻑。徐嘉君說，透過該計

畫也可盤點森林碳儲量；過去很難測量樹的⾼度，隨著光達、

攀樹技術⼯具進步，已可測量樹⾼，進⽽推估樹齡與碳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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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最高樹在台灣！　「找樹的人」找出80
公尺台灣杉

▲卡阿郎巨木是目前全台已知第一高樹。（圖／翻攝自Facebook／找樹的人）

記者崔子柔／綜合報導

林試所和成功大學4年前發起「找樹的人」計畫，號召超過15萬人次參與光達地

形圖比對，最新進展指出，在大安溪上游有一棵超過79米的台灣衫，很可能超越

目前已知台灣最高的「卡阿郎巨木」，更有望成為東亞第一高樹。

「找樹的人」27日在臉書粉專PO文表示，全台僅有不到50棵超過75公尺的巨

木，加上近年極端氣候影響，有些巨木在近10年的光達對照圖呈現樹勢衰弱，甚

至有原地消失的情形，「可見巨木雖巨也是非常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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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6/29 下午1:35 東亞最⾼樹在台灣！　「找樹的⼈」找出80公尺台灣杉 | ETtoday⽣活新聞 | ETtoday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20629/2282921.htm 2/3

▲編號55214的巨木可能刷新紀錄。（圖／翻攝自Facebook／找樹的人） 

「找樹的人」表示，三名網友指認出一棵位在大安溪上游、超過79米的台灣衫，

其樹型在近十年的光達圖中沒有太大變化，「如果屆時證實這棵巨木能超過目前

的卡阿郎巨木，那將是台灣的群眾一起找台灣巨木的最佳典範」。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林試所助理研究員徐嘉君指出，全球僅有不到10處有巨

木，台灣是其中之一，預定年底到現場勘查大安溪上游編號55214的巨木，該巨

木有望成為東亞第一高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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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安溪上游台灣杉可望破紀
錄 「55214」將成東亞最⾼樹

找出台灣最⾼樹的計畫⽬前已經進⾏到第4年，找
出⾼樹不只靠光達，只要樹⽊情況許可，研究⼈

員都會直接攀爬到樹頂測量。（林試所提供）

2022/06/28 17:16

〔記者楊媛婷／台北報導〕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和成功

⼤學共同組成「找樹的⼈」團隊，近年都在尋找台灣

最⾼樹，透過光達技術，在⼤安溪上游發現⼀棵可能

超過80公尺⾼的巨⽊；執⾏該計畫的林試所助理研究
員徐嘉君表⽰，這棵「編號55214」的巨⽊從經驗研
判可能是台灣杉，團隊年底將到現場勘查，該巨⽊可

望成東亞第⼀⾼樹。

林試所與成⼤在去年初發起群眾找樹活動，透過群眾

⼒量比對⾼達5萬4415張的未確認光達地形圖；徐嘉
君說，如果只靠科學家比對，會需要5-10年才能比對
完成，去年透過網站號召⺠眾，總共有超過15萬國⼈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6/28/3974896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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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短短⼀個⽉就將完成所有光達圖的比對，並找

出樹⾼79.1公尺的桃⼭神⽊，以及推估樹⾼約81-82
公尺的卡阿郎巨⽊，更進⽽找出這棵「編號55214」
的巨⽊，「感謝鄉⺠的⼒量」。

徐嘉君說，團隊預計到年底出發實地勘查「編號

55214」巨⽊，從光達圖、經驗觀察判斷，研判「編
號55214」的巨⽊跟卡阿郎巨⽊、桃⼭神⽊都是台灣
杉，「編號55214」巨⽊樹⾼從光達顯⽰⾄少有79公
尺，但常因巨⽊基部都很深，光達難以測量巨⽊基

部，存在低估誤差，加上從圖片顯⽰，「編號

55214」巨⽊樹冠濃密，渴望可攀到樹頂測量，不像
卡阿郎巨⽊樹頂因缺乏枝葉，當時即使團隊到現場，

最後只能爬到約60公尺⾼處⽌步，剩餘的⾼度最後只
能⽤電腦計算推估；徐嘉君認為，「編號55214」巨
⽊⾼度可望超過卡阿郎。

世界有巨⽊存在的地⽅並不多，徐嘉君說，70公尺以
上的巨⽊僅從根部吸收⽔分會⾯臨不⾜，因此巨⽊都

位在⽔氣充分的霧林帶，巨⽊可以透過空氣來吸收⽔

分，加上巨⽊更常⾯臨⼈為開發的威脅，如⽇本⼤多

森林都經砍伐，境內連50公尺以上的巨⽊都少⾒。她
說，全球有巨⽊的位點不到10處，台灣是其中之⼀，
台灣更是東亞唯⼀擁有70公尺以上巨⽊的區域，「台
灣的樹是世界等級」。

徐嘉君觀察台灣⽬前⼤部分巨⽊的特徵，由於台灣本

⾝是常⾯臨颱風威脅的海島，⼤部分巨⽊都⻑在中央

⼭脈的避風⾯，她說，雖然得益於護國神⼭擋颱風，

但是台灣⼭區地形陡峭，加上這些巨⽊都是針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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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都要耗費近千年的時間才能⻑到70公尺以上的⾼
度。

這棵編號55214的巨⽊位在⼤安
溪上游，待雨季過後，等年底乾

季來臨，團隊就會出發到現場勘

量，不過從光達圖研判，該棵巨

⽊可望超過80公尺⾼。（林試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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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阿郎巨⽊遠觀圖。（林試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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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智能創新研討會洗腎監控系統 智能止

血帶成亮點

2022-06-28 17:05  聯合報／  記者周宗禎／台南即時報導

「院內外照護之智能創新研討會」下午在台南歸仁

舉行，翔安生醫技術長胡翔崴說明「人工智慧物聯

系統解決病患安全問題」，分享開發透析中低血壓

多床監控系統應用成果；成大醫院護理師廖悅如介

台南照護智能創新研討會 ，洗腎監控系統、智能止血帶成亮點。記者周宗禎

／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4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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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智能止血帶」臨床實務應用；護聯資訊執行長

姜仕春分享長照資訊管理系統案例。

胡翔崴表示，台灣洗腎人口比例全球第一，翔安生

醫團隊針對血液透析過程經常發 生 的患者脱針洩

漏、低血壓等狀況、甚至威脅生命。團隊投入研發

7年見到成果；已與台南市立安南醫院合作臨床試

驗兩年、導入系統e化半年，200多患者追蹤發現，

低血壓發生率降低五成，減少醫療資源浪費、避免

發生昏迷等嚴重後遺症，因效果顯著，正陸續其他

醫院合作臨床試驗。

醫院急診室、加護病房及血液透析中心大量使用的

止血帶，美國賓州曾統計60家醫院、1年內發生125

件醫護人員「止血帶忘記鬆綁」，台灣也常發生透

析病患止血帶未及時鬆綁，針對病房、洗腎機構問

卷調查，竟然有多達三成醫護人員有曾經忘記移除

止血袋的經驗。

護理師廖悅如指出 ，患者因護理師忘記拆除止血

帶，可能造成血液循環受阻、組織壞死。近年有許

多護理人員研究提醒裝置，例如音樂晶片，不過只

能適用於意識清楚的病人，也都無法大量生產實際

應用，一直沒有很好的解決方式。

直到成大資源支持護理創新，研發新式的止血帶。

她介紹新開發的「智能止血帶」，投入兩年研發以

3D列印製作，去年八月開始臨床測試，今年智能止

血在三月完成技轉。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2%A3%E8%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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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一般止血帶成本一個50元左右，新開發的智能

止血帶、目前單價高達1200元，不過業者表示，每

個可以使用300次，換算成本其實很低，尤其只要

能夠避免一次意外發 生 ，節省下 來 的 大量醫療資

源，就遠遠超過付出的成本。

台南照護智能創新研討會 ，洗腎監控系統、智能止血帶成亮

點。記者周宗禎／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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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風治療黃⾦期 「動脈內機械取栓
術」延⻑搶命時間

  2022-06-29 10:35:47  記者陳聖璋／台南報導

（台南新聞）【記者陳聖璋／台南報導】50歲的陳女⼠突發右側⼿腳無⼒且無法說話表
達，緊急送郭綜合醫院，經急診醫師判定為「急性腦中風」，在黃⾦3⼩時內送到醫院，
緊急施打靜脈⾎栓溶解劑。醫師持續評估，發現腦中風嚴重分數⾼，立刻透過線上⾏動
轉院系統緊急聯絡成⼤醫院，確立轉送患者並同時傳輸重要病歷資料。

成⼤醫院接收患者後，判定為⼤⾎管中風，緊急執⾏動脈內機械取栓術，順利在發病5⼩
時左右打通患者⾎管。由於把握黃⾦治療期，加上順暢的轉院系統及順利的「動脈內機
械取栓術」，患者僅遺留極少的後遺症，出院時已能⾏⾛且照顧⾃⼰的⽣活起居無虞。

成⼤醫院中風中⼼醫師張育銘指出，缺⾎性腦中風往往會造成嚴重的神經學損傷甚⾄死
亡，依據衛福部公布2020年國⼈⼗⼤死因，腦⾎管疾病仍⾼居第四名，且腦中風留下的
後遺症常會導致⽣活功能缺損，無法返回職場⼯作，嚴重者甚⾄得臥床度過餘⽣。

 

▲成⼤醫院中風中⼼醫師張育銘指出，內機械取栓術將⼤⾎管中風患者的黃⾦期延⻑到8
⼩時。 

（圖／成⼤醫院提供）

張育銘強調，能否及時搶救中風即將壞死的腦細胞，是患者預後的決定因素；因此，缺
⾎性腦中風的黃⾦期往往是最關鍵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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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性腦中風，過去20年有賴靜脈⾎栓溶解劑的搶救，在剛發⽣腦中風的黃⾦3⼩時
內及時施打靜脈⾎栓溶解劑，搶救回⽣命，其中有3成可以恢復神經學功能⾄接近病前。

但研究發現，靜脈⾎栓溶解劑對於⼤⾎管中風患者的療效不佳，能真正打通⼤⾎管阻塞
的比例只占1⾄3成；以靜脈⾎栓溶解劑治療⽽⾔，適⽤的施打時間只在中風後3⾄4.5⼩時
內，若較為延遲送醫，短暫的黃⾦治療期就容易錯過了。

張育銘表⽰，近年來國內各⼤醫院都逐步推⾏動脈內機械取栓術，可以有效幫助⼤⾎管
中風患者取出⾎栓，進⽽搶救回眾多腦細胞及恢復神經學功能。根據健保規定，符合急
性⼤⾎管阻塞的缺⾎性腦中風患者，中風發⽣8⼩時內皆有機會接受動脈內機械取栓術，
將⼤⾎管中風患者的黃⾦期延⻑到8⼩時，⼤⼤擴增了搶救的時機。

⾃2016年⾄今，成⼤醫院已服務過上百例動脈取栓患者，⾎管成功打通率約9成，且患者
3個⽉後恢復⾄獨立⽣活狀態者約占3成。此外，成⼤醫院中風中⼼為協助整合⼤台南地
區所有醫院的急性腦中風治療資源，與成功⼤學⽣物醫學⼯程學系合作開發線上⾏動轉
院系統，讓在地區或區域醫院接受完靜脈⾎栓溶解劑患者或有潛⼒可做取栓患者，能更
有效找到可以取栓治療醫院，包括成⼤醫院、奇美醫院及安南醫院，透過最即時雙向醫
院聯繫，轉送到最適當醫院做取栓評估，避免轉院時的延誤與時間喪失。

張育銘再次強調，搶時間即是搶救腦細胞，節省轉院的時間更能增益偏遠地區的腦中風
患者，從2021年10⽉推⾏⾄今，線上⾏動轉院系統幾乎涵蓋所有⼤台南地區責任醫院，
綿密的聯絡網更可確保轉院過程暢⾏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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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傳統臨摹 意象書法家陳世憲

教學生「用心寫字」

2022/06/28 22:00

陳世憲教導學⽣的書法作品，別具風格創意。
（陳世憲提供）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書法家陳世憲在成功⼤

學開課教授「台灣文學的意象書法」，跳脫⼀般傳

統臨摹，⽽是帶領學⽣由⼼感動⾃⼰，發揮原創精

神書寫⾃⼰⼈⽣風景，開啟台灣書法新視界。

陳世憲可謂是台灣「意象書法」及「地誌書法」的

開宗始祖，作品融入在地⼈文景致特⾊，周遭⼈事

物故事，甚⾄政治時事都可以是創作靈感泉源。他

強調，書法有豐富⾊彩，濃淡粗細來⾃內⼼激發，

誰說書法⼀定要臨摹顏真卿、柳公權、歐陽洵中國

古代名家，在⾃⼰⽣⻑的沃壤⼟地⾃能仰天俯拾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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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開創「台灣書法」新格局脈絡，⾃成⼀⼤系躍

居國際地位。

陳世憲學⽣的書法作品，以疫情為靈感。（陳
世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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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世憲學⽣的書法作品，以⽣活經驗為取材靈
感。（陳世憲提供）

他教導學⽣發揮原創精神，就像⼈⽣要按照興趣啟

動內⼼的聲⾳，去過⾃⼰想要的⽣活，學⽣將⽣活

酸甜苦辣化為字帖，喜怒哀樂具象化為字意，極為

活潑動感，且勸世寓意發⼈省思。陳世憲認為，學

⽣在⼤⾃然中找線條、⾊彩、空間，開始在內⼼找

到⾃⼰，開始閱讀再創作成有意象的作品，每個⼈

的分數是⾃⼰追求的，⽽不是老師在全部學⽣中做

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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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世憲學⽣鄭令婕的書法作品深厚有⼒，觸動
1位企業主收藏。（陳世憲提供）

值得⼀提的是，陳世憲將作品分享在臉書，意外地

有位企業主薛先⽣表⽰想要收藏學⽣鄭令婕的作品

「死」字，因為薛先⽣在事業上歷經如死⼀般的情

況，曾經熱⼼幫助別⼈，⾛投無路時卻眾⼈避⽽遠

之，好不容易才⾛出幽⾕，這個作品觸動他的⽣命

之弦，後以2千元收藏其作品。鄭令婕喜出望外，

覺得書法的書寫竟然如此有感染⼒「還能賣錢」，

是修這個課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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