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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南科植樹。

永續札根科技創新土地 植樹勒石永記成大海外校友力助南科
設立

／

2022/1/17

　【記者孫紹逸／南市報導】「微光

成炬　美耀南科」，近30年前在遙遠

寒冷的北美洲，一群國立成功大學校

友忙碌地互相串連、多方奔走，從找

資料、跨海研討到發動聯名上書，目

標就是通過「促進臺南科學園區

案」，不為名也不為利，滿腔熱血只

為了奉獻故鄉南瀛。今（16）日上午南部科學園區26週年園慶特別安排植樹儀式，

並設立「微光成炬　美耀南科」石碑，永久紀念成大北美洲校友跨海熱心奉獻故鄉

南瀛的美好故事。
 

　「眾志成城，大事能成」。回首30年前，歷經多方討論與爭取，行政院國家建設

六年計畫中的新設科學園區1995年確定落腳臺南新市、善化、安定區，為南臺灣邁

向高科技產業的開端。期間，成大北美洲校友會不分彼此、齊力匯聚海外學人共

識，是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南科）得以設立的關鍵力量。
 

　1992到1994年，北美成大校友聯合會積極促成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設立。成大化學

系55級校友傅模英當時新任美國中西部成大校友會會長，發起成立北美成大校友聯

合會，團結匯聚全美20幾個成大校友會，影響深遠。
 

　集結當時多位分布在美國的休士頓、麻省、洛杉磯、華盛頓特區、西北區、北加

州、南加州、佛州及密西根等地區的成大校友發動聯名上書，多方奔走，廣邀各專

業領域的海外學人舉行聯合會議，通過「促進臺南科學園區案」。傅模英回憶，當

年「找資料、找土地、找人才、開研討會、跟各單位開會，遇到很多困難，奔波了

4、5年，總算確定南科落腳臺南」，重要成員之間每個月定期召開電話會議，更是

維持半年之久。
 

　「我們不要名也不要利。」人在美國的傅模英接受跨海視訊採訪時說，「就只是

在遙遠的北美，有一群青壯年學子為了報答母校，希望南科建在臺南，讓學界、業

界緊密交流，成大與地方互相發展，臺灣的科技業也能夠南北平衡。」
 

　成大北美洲校友熱愛鄉土家園30年前促成臺南科學園區設立，今2022年南科園慶

舉辦「微光成炬　美耀南科」植樹與揭牌活動。成大校長蘇慧貞、副校長蘇芳慶、

副校長陳玉女與成大北美洲校友許伯彰、葉啟信、科技部部長吳政忠、科技部南部

科學園區管理局局長蘇振綱、臺南市副市長戴謙等人，在南科管理局北側廣場前

（臨西拉雅大道），分別親手植下3棵臺灣紅豆樹，象徵臺灣特有種永續樹苗扎根科

技創新土地，祝願南科發展欣欣向榮。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90年來成功大學從沒有離開過臺南，創立第一天的使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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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要跟臺南這座城市一起轉動。當初準備了臺灣的重工業，從高雄的西獅甲工業

區開始，從1934年第一屆的畢業生到現在，都成就、參與臺灣一步步的發展。「我

們很幸運有因緣可以跟南科一起長大，這段歷史要有很多默默耕耘的人看著家鄉一

起貢獻，微光成炬代表點點的光，匯聚成所有力量，讓臺灣繼續發光」。

　科技部部長吳政忠表示，2021年南科營業額破兆，成長迅速。科技部將持續打造

園區成為適合永久居住、工作、結婚生小孩等舒適多元的生活圈。南科自1990年代

第一期基地至2020年擴建至第三期基地。產業類別包含：光電、積體電路、精密機

械、生技及綠能等，預計2023年引入智慧機械、精準健康及創新產業等。

　110年12月1日成大也曾舉辦「微光成炬北美南瀛成大北美校友與南科設立回顧座

談會」，當天各界共同回顧南科設立歷史，展望未來發展契機。30年前成大北美洲

校友跨海奔走，熱心奉獻成為南科設立的最佳人才庫，用具體行動寫下「創造、獨

立、團結與開闊」的成大精神；而今，成大邁向百年，展望未來，持續以「承

擔」、「感恩」開創大南方和諧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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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成大北美校友會促成 南科植樹
2022-01-17

成大北美校友三十年前促成台南科學園區設立。十六日南科歡度二十六週年園慶，特別安排植樹儀
式，豎立「微光成炬、美耀南科」石碑永久紀念。（成大提供）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成大北美校友三十年前促成台南科學園區設立。十六日適逢南科二十六週年園慶，園區特別安排植樹儀式，豎立「微光成炬、美耀南科」石碑永久紀

念。

昨日上午的南科園慶暨「微光成炬、美耀南科」植樹揭牌活動，成大校長蘇慧貞率領副校長蘇芳慶、陳玉女、成大北美洲校友許伯彰、葉啟信出席，

偕同科技部長吳政忠、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長蘇振綱、台南副市長戴謙，在南科管理局臨西拉雅大道的北側廣場前，種植三株台灣紅豆樹，象

徵台灣特有種永續樹苗扎根科技創新土地，祝願南科欣欣向榮。

成大表示，行政院國家建設六年計畫中的新設科學園區，一九九五年確定落腳台南新市、善化、安定。在此之前，多方討論、爭取。過程中，成大北

美洲校友會匯聚海外學人共識，成為南科設立的關鍵力量。

北美成大校友聯合會於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四年積極促成南科設立。當時成大化學系校友傅模英新任美國中西部成大校友會長，發起成立北美成大校友

聯合會，號召休士頓、麻省、洛杉磯、華盛頓特區、西北區、北加州、南加州、佛州、密西根等地區的成大校友聯名上書、多方奔走。同時廣邀各專

業領域的海外學人舉行聯合會議，通過促進台南科學園區案。

除了昨日的植樹活動，去年十二月一日成大也先行辦理「微光成炬、北美南瀛」成大北美校友與南科設立回顧座談會。邀各界共同回顧南科發展史，

展望未來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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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樹勒石 永記成大海外校友力助南科設立
勁報 2022/01/16 15:36(18小時前)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微光成炬 美耀南科」，近30年前在遙遠寒冷的北美洲，

一群國立成功大學校友忙碌地互相串連、多方奔走，從找資料、跨海研討到發動聯名上

書，目標就是通過「促進臺南科學園區案」，不為名也不為利，滿腔熱血只為了奉獻故鄉

南瀛；今(16)日上午南部科學園區26週年園慶特別安排植樹儀式，並設立「微光成炬 美耀

南科」石碑，永久紀念成大北美洲校友跨海熱心奉獻故鄉南瀛美好故事。

「眾志成城，大事能成」。回首30年前，歷經多方討論與爭取，行政院國家建設六年計畫

中的新設科學園區1995年確定落腳臺南新市、善化、安定區，為南臺灣邁向高科技產業的

開端；期間，成大北美洲校友會不分彼此、齊力匯聚海外學人共識，是科技部南部科學園

區(南科)得以設立關鍵力量。
 

1992到1994年，北美成大校友聯合會積極促成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設立。成大化學系55級校

友傅模英當時新任美國中西部成大校友會會長，發起成立北美成大校友聯合會，團結匯聚

全美20幾個成大校友會，影響深遠。
 

集結當時多位分布在美國的休士頓、麻省、洛杉磯、華盛頓特區、西北區、北加州、南加

州、佛州及密西根等地區的成大校友發動聯名上書，多方奔走，廣邀各專業領域的海外學

人舉行聯合會議，通過「促進臺南科學園區案」。傅模英回憶，當年「找資料、找土地、

https://times.hinet.net/mobile/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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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人才、開研討會、跟各單位開會，遇到很多困難，奔波了4、5年，總算確定南科落腳臺

南」，重要成員之間每個月定期召開電話會議，更是維持半年之久。

「我們不要名也不要利。」人在美國的傅模英接受跨海視訊採訪時說，「就只是在遙遠的

北美，有一群青壯年學子為了報答母校，希望南科建在臺南，讓學界、業界緊密交流，成

大與地方互相發展，臺灣科技業也能夠南北平衡。」

成大北美洲校友熱愛鄉土家園30年前促成臺南科學園區設立，今2022年南科園慶舉辦「微

光成炬 美耀南科」植樹與揭牌活動；成大校長蘇慧貞、副校長蘇芳慶、副校長陳玉女與成

大北美洲校友許伯彰、葉啟信、科技部部長吳政忠、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局長蘇振

綱、臺南市副市長戴謙等人，在南科管理局北側廣場前(臨西拉雅大道)，分別親手植下3棵

臺灣紅豆樹，象徵臺灣特有種永續樹苗扎根科技創新土地，祝願南科發展欣欣向榮。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90年來成功大學從沒有離開過臺南，創立第一天使命就標記要跟臺

南這座城市一起轉動；當初準備了臺灣的重工業，從高雄的西獅甲工業區開始，從1934年

第1屆畢業生到現在，都成就、參與臺灣一步步發展；「我們很幸運有因緣可以跟南科一起

長大，這段歷史要有很多默默耕耘的人看著家鄉一起貢獻，微光成炬代表點點的光，匯聚

成所有力量，讓臺灣繼續發光」。

科技部部長吳政忠表示，2021年南科營業額破兆，成長迅速；科技部將持續打造園區成為

適合永久居住、工作、結婚生小孩等舒適多元生活圈；南科自1990年代第一期基地至2020

年擴建至第三期基地，產業類別包含：光電、積體電路、精密機械、生技及綠能等，預計

2023年引入智慧機械、精準健康及創新產業等。

110年12月1日成大也曾舉辦「微光成炬 北美南瀛 成大北美校友與南科設立回顧座談會」，

當天各界共同回顧南科設立歷史，展望未來發展契機。30年前成大北美洲校友跨海奔走，

熱心奉獻成為南科設立的最佳人才庫，用具體行動寫下「創造、獨立、團結與開闊」成大

精神；而今，成大邁向百年，展望未來，持續以「承擔」、「感恩」開創大南方和諧共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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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  商情  熱門亮點

微光成炬 美耀南科 成大海外校友助南科設立

本文共123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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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17 10:55:51

經濟日報 張傑

成大北美洲校友熱愛鄉土家園 30 年前促成臺南科學園區設立，今適逢2022 年南科園慶

舉辦「微光成炬　美耀南科」植樹與揭牌活動，成大校長蘇慧貞、副校長蘇芳慶、副校

長陳玉女與成大北美洲校友許伯彰、葉啟信、科技部部長吳政忠、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局長蘇振綱、臺南市副市長戴謙等人，16日於南科管理局北側廣場前（臨西拉雅

大道），分別親手植下 3 棵臺灣紅豆樹，象徵臺灣特有種永續樹苗扎根科技創新土地，

祝願南科發展欣欣向榮。

回首 30 年前，歷經多方討論與爭取，行政院國家建設六年計畫中的新設科學園區 1995

年確定落腳臺南新市、善化、安定區，為南臺灣邁向高科技產業的開端，期間，成大北

美洲校友會不分彼此、齊力匯聚海外學人共識，是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南科）得以設

立的關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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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到 1994 年，北美成大校友聯合會積極促成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設立，成大化學系55

級校友傅模英當時新任美國中西部成大校友會會長，發起成立北美成大校友聯合會，團

結匯聚全美 20 幾個成大校友會，影響深遠。

集結當時多位分布在美國的休士頓、麻省、洛杉磯、華盛頓特區、西北區、北加州、南

加州、佛州及密西根等地區的成大校友發動聯名上書，多方奔走，廣邀各專業領域的海

外學人舉行聯合會議，通過「促進臺南科學園區案」。

成大校長蘇慧貞、副校長蘇芳慶、副校長陳玉女與成大北美洲校友許伯彰、葉啟信、科技部部長吳

政忠、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局長蘇振綱、臺南市副市長戴謙等人，於南科管理局北側廣場前

（臨西拉雅大道），分別親手植下 3 棵臺灣紅豆樹。 成大/提供



2022/1/17 上午11:03 微光成炬 美耀南科 成大海外校友助南科設立 | 熱門亮點 | 商情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6038688 3/6

傅模英回憶，當年「找資料、找土地、找人才、開研討會、跟各單位開會，遇到很多困

難，奔波了 4、5 年，總算確定南科落腳臺南」，重要成員之間每個月定期召開電話會

議，更是維持半年之久。

「我們不要名也不要利。」人在美國的傅模英接受跨海視訊採訪時說，「就只是在遙遠

的北美，有一群青壯年學子為了報答母校，希望南科建在臺南，讓學界、業界緊密交

流，成大與地方互相發展，臺灣的科技業也能夠南北平衡。」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90 年來成功大學從沒有離開過臺南，創立第一天的使命就標記要

跟臺南這座城市一起轉動，當初準備了臺灣的重工業，從高雄的西獅甲工業區開始，從

1934 年第一屆的畢業生到現在，都成就、參與臺灣一步步的發展。「我們很幸運有因緣

可以跟南科一起長大，這段歷史要有很多默默耕耘的人看著家鄉一起貢獻，微光成炬代

表點點的光，匯聚成所有力量，讓臺灣繼續發光」。

成大北美洲校友熱愛鄉土家園 30 年前促成臺南科學園區設立，今適逢2022 年南科園慶舉辦「微光

成炬　美耀南科」植樹與揭牌活動。 成大/提供



2022/1/17 上午11:03 微光成炬 美耀南科 成大海外校友助南科設立 | 熱門亮點 | 商情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6038688 4/6

科技部部長吳政忠表示， 2021 年南科營業額破兆，成長迅速。科技部將持續打造園區

成為適合永久居住、工作、結婚生小孩等舒適多元的生活圈。南科自 1990 年代第一期

基地至 2020 年擴建至第三期基地。產業類別包含：光電、積體電路、精密機械、生技

及綠能等，預計 2023 年引入智慧機械、精準健康及創新產業等。

110 年 12 月 1 日成大就曾舉辦「微光成炬 北美南瀛 成大北美校友與南科設立回顧座談

會」，當天各界共同回顧南科設立歷史，展望未來發展契機，30年前成大北美洲校友跨

海奔走，熱心奉獻成為南科設立的最佳人才庫，用具體行動寫下「創造、獨立、團結與

開闊」的成大精神Ｍ而今，成大邁向百年，展望未來，持續以「承擔」、「感恩」開創

大南方和諧共好。

適逢南科園慶舉辦「微光成炬　美耀南科」植樹與揭牌活動，多位貴賓分別親手植下 3 棵臺灣紅豆

樹，象徵臺灣特有種永續樹苗扎根科技創新土地，祝願南科發展欣欣向榮。 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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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集團婚禮 50對創新高
2022-01-17

南科管理局昨天舉辦局慶暨集團婚禮，今年有五十對新人參加，創歷年新高。（記者盧萍珊攝）

記者盧萍珊⁄南科報導

科技部南科管理局歡慶成立二十六週年，十六日舉辦集團婚禮，今年共有五十對新人參加，創歷年新高。南科管理局長蘇振綱表示，去年南科分別創

下營業額、就業人數及結婚新人等「健康三高」，表現相當亮眼，另也督促新人趕緊增產報國，搶救少子化。

昨天的局慶暨集團婚禮一早登場，包括科技部長吳政忠、南科管理局長蘇振綱、成大校長蘇慧貞、市府副市長戴謙、立委林宜瑾、市議員林志展、陳

碧玉及新市區長譚乃澄、善化區長方澤心、安定區長李燿州等人出席祝賀。

科技部長吳政忠(右)、副市長戴謙(左)送上新人禮，表達祝賀之意。（記者盧萍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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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五十對新人中，光是台積電就有十一對，是園區廠商最多，科學園區同業公會副理事長陳麗芬的女兒許澄璞，也與另一半從醫的吳尚修報名參

加，完成終身大事。

吳政忠表示，預期南科三期、橋科、屏東、嘉義科學園區將陸續開發，南部將扮演科技重鎮，預期整個南科還會有一波成長期。蘇振綱則說，去年南

科發展大爆發呈現「健康三高；分別為園區員工達到八萬四千多人、營業額首度破兆元、新人結婚五十對，都是歷年來新高，要感謝南科所有人員打

拚。

昨天也舉行園區廠商招募人才，共有十四家廠商釋出二千五百個職缺。廠商們紛端出優渥的招募條件吸引人才，鼓勵求職者來南科找工作，也吸引許

多年輕人投遞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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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26年營收首度破兆 明周年慶集團結

婚邀請鄉親參加

2022-01-15 15:36  聯合報  / 記者周宗禎／台南即時報導

南科管理局明天上午在北側廣場舉辦南科成立26周

年園慶、集團結婚；除慶祝園區廠商營收首度破

兆，集團婚禮往年多不到20對報名，今年吸引50對

新人分享喜悅；科管局也邀請旺福、宇宙人及「木

 婚禮

南科去年集團結婚2 0對新 人參加，今年 5 0對；南科管理局邀請鄉親明 天 到場

分享喜悅。圖／科管局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4NT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D%97%E7%A7%91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9B%86%E5%9C%98%E7%B5%90%E5%A9%9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9%9A%E7%A6%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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曜女神」溫妮、黃于恩等知名樂團藝人現場演唱，

還有熱鬧的園遊會，希望民眾明早同來見證南科的

成長喜悅。

科管局表示，南科已成為全世界最先進晶圓生產重

鎮；今年集團結婚更以iPhone 13手機等禮物鼓勵

廠商員工參與，多達50對新人報名也創新高，今年

南科喜事連連，為感謝鄉親各界相挺，邀請大家來

參與慶祝並分享新人結婚喜悅。

南科進駐廠商已254家，從業員工達84050人。科管

局明天配合園慶擴大辦理「加入南科非你不可企業

徵才專區」，14家廠商釋出2500個職缺。

科管局表示，今年園慶還有台積電、群創等園區大

廠員工社團演出祝賀，南科與成大北美校友會合辦

植樹活動，園遊會附設美食市集、農特產品展、小

動物餵食區等攤位，邀請大家明天到南科「吃喝玩

樂還有豐富摸彩禮物」，一同歡慶分享幸福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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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台積電果然火！ 南科辦集團結婚人數

最多

2022-01-16 15:11  聯合報  / 記者謝進盛／台南即時報導

科技部南科管理局今局慶辦理集團結婚，共有 5 0對新 人 ，創歷年 新高。記者

謝進盛／攝影

影／台積電果然火！ 南科辦集團結婚人數最多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2MTA=
https://video.udn.com/news/1227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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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南科管理局今辦理集團結婚，共有 50隊新

人，創下歷年新高，其中晶圓大廠台積電就包辦11

隊，是園區最多廠商。南科管理局長蘇振綱說，去

年南科分別創下營業額、就業人數，結婚新 人等

「健康三高」，表現相當亮眼。

今年是南科管理局成立26年，辦理2022局慶暨集團

結婚，累計共463對新人，這次50對新人中，從事

警察、醫生、金融業等，有的新人披傳統白紗或古

裝，也有簡單牛仔褲、休閒服現身，其中晶圓大廠

台積電就有11對新人，是園區廠商最多者，科學園

區同業公會副理事長陳麗芬的女兒許澄璞也在新人

中，與另一半從醫的吳尚修，是會場一大亮點。

包括科技部長吳政忠、南科管理局長蘇振綱、成大

校長蘇慧貞、台南市副市長戴謙、立委林宜瑾、市

議員林志展、陳碧玉及新市區長譚乃澄、善化區長

方澤心、安定區長李燿州等人也出席祝賀。

蘇振綱說，去年南科發展大爆發呈現「健康三高；

分別為園區員工達到8萬4千多人、營業額首度破兆

元、新人結婚50對，都是歷年來新高，要感謝南科

所有人員打拚。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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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政忠也說，預期南科三期、橋科、屏東、嘉義科

學園區將陸續開發，南部將扮演科技重鎮，預期整

個南科還會有一波成長期，他對產業未來相當有信

心，也幽默說，希望這些新人能早日增產報國，一

起來搶救少子化。

科技部南科管理局今局慶辦理集團結婚，共有 5 0對新 人 ， 新

人依序進場。記者謝進盛／攝影

科技部南科管理局今局慶辦理集團結婚， 有 新娘著韓服進

場。記者謝進盛／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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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管理局長蘇振綱說，南科去年 發展呈現「健康三高」。

記者謝進盛／攝影

科技部長吳振忠看好南科未來 發展。記者謝進盛／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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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吳政忠部長祝賀南科園慶及新人共結連理

【News586/記者張淑慧報導】南科2022園慶在111年1月16日上午揭開序幕，由科技部吳政忠部長、臺
南市戴謙副巿長、林宜瑾立法委員、成大蘇慧貞校長、南科管理局蘇振綱局長、園區同業公會陳麗芬副理
事長、台積電公司王英郎副總經理及現場貴賓共同啟動園慶儀式，同時向今日完成終身大事的50對新人
道賀，也向現場來賓傳遞新春的祝福。

新年度一開始就迎來南科園慶，充滿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氣息，南科將過去一年的豐碩成果歸功於各界
共同努力，創造出全新三高「高產值」、「高就業人數」、「高結婚對數」的佳績，邀請各界一同慶祝。
南科110年度表現亮眼，園區進駐廠商已達254家，從業員工超過8.4萬人，營收更有望首度突破兆元，後
續受惠於積體電路及光電產業發展暢旺，預計將有爆發性的成長。

南科2022園慶氣氛熱絡登場 展現「三
高」佳績邀各界共享
News586 (https://news.586.com.tw/author/0981381438/)  12 小時 ago 

https://news.586.com.tw/author/098138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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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吳政忠部長表示，今天是南科雙喜臨門的日子，一是有50對新人將步入人生重要里程碑，另一個
是去年南科營業額將會破兆，成長速度非常快。南科近期規畫開發幾個新園區，將不會只是單純生產製造
的園區，而是打造為適合工作生活的園區，這是科技部從去年開始推動之「精緻多元、優生活、節能減
碳」的新型態科學園區，南科後續將開發的新園區，希望能邁向科學園區新的紀元。未來臺灣的科技，半
導體產業鏈將是科技及產業的核心，並須外溢到其他與生活相關的產業，才能攜手讓臺灣走向更美好的未
來。

臺南市戴謙副市長表示，今天謹代表黃偉哲市長祝南科生日快樂、鴻圖大展，南科創造高峰讓我們看見家
鄉的希望。南科一年一度的好日子，不僅是慶祝南科成立26周年，更是見證第18屆集團結婚、50對新人
幸福的時刻，南科近年來快速成長，隨著廠商持續加碼投資，人才資金回流大南方，工作機會持續增加，
大臺南地區人口持續移入，年輕世代在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臺南市政府致力於打造安心結婚、獎勵生育
的環境，希望新人能努力增產報國，市府也積極開發南科周邊道路，將可解決南科交通壅塞的問題。

本次南科集團結婚共50對新人參加，創歷史紀錄

南科管理局蘇振綱局長表示，南科去年在防疫抗旱情況之下，持續展現旺盛的成長動能，去年我們迎來了
健康的三高，包含產值創新高，預計可以迎來兆元產值，就業人數創新高，達到8.4萬人以上，再加上今
天有50對新人參加集團結婚典禮，這是非常健康的生態，要特別感謝所有園區事業夥伴共同的努力及各
界的協助。南科臺南及高雄園區各大廠正持續擴展，將加速南科三期開發，提供廠商擴廠所需用地，橋頭
園區正辦理招商作業，後續將擴充至嘉義，延伸到屏東，讓南臺灣科技廊帶成型，南科管理局團隊將持續
努力，如期如質達成此重要里程碑。今天還有一個特別的成功大學北美校友會植樹儀式，讓曾經參與過南
科的人，記錄下未來能夠與大家分享的故事，祝福南科永續、生生不息，所有園區事業夥伴、工作同仁平
安健康，也祝福新人百年好合、早生貴子。

今年南科園慶亦辦理「2022加入南科非你不可」企業徵才活動，共有14家廠商共同辦理徵才，現場估計
吸引有興趣的民眾約2,000人參與面試及詢問，本次聯合徵才廣受現場求職民眾好評，除解決廠商產能擴
大人力不足的問題，也讓求職者獲得合適的工作機會；南科正蓬勃發展，人力需求持續增加，未來還會有
更多工作機會陸續釋出，讓更多人才加入南科園區大家庭的行列。

活動邀請到宇宙人、旺福、溫妮等歌手藝人演唱多首代表歌曲，與台下民眾共同歡唱氣氛熱絡，今年集團
婚禮參加對數更是創歷年新高，高達50對新人在各界及親友的見證下互許終生，南科過去18年來每年舉
辦集團婚禮，已促成了463對佳偶。現場還有多元的園遊會攤位，包括美食市集、農特產品展出、小動物
餵食區，還有獎品豐富的摸彩活動，今年送出55吋電視、Apple iPad、Apple Watch等多項好禮，吸引大
約5,500人參加，讓大家玩的不亦樂乎，活動在眾人滿足的歡樂聲中圓滿順利落幕，敬請期待明年再次相
見！(圖/ 南科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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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2022園慶歡樂登場！展現
「三高」佳績邀各界共享
 2022 年 1 月 16 日  焦點時報  南科2022園慶歡樂登場！展現「三高」佳績邀

各界共享, 南科管理局蘇振綱局長, 科技部吳政忠部長

〔焦點時報/記者蔡宗武報導〕
南科2022園慶在111年1月16日上午揭開序幕，由科技部吳政忠部

長、臺南市戴謙副巿長、林宜瑾立法委員、成大蘇慧貞校長、南科
管理局蘇振綱局長、園區同業公會陳麗芬副理事長、台積電公司王

英郎副總經理及現場貴賓共同啟動園慶儀式，同時向今日完成終身

大事的50對新人道賀，也向現場來賓傳遞新春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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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度一開始就迎來南科園慶，充滿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氣息，

南科將過去一年的豐碩成果歸功於各界共同努力，創造出全新三高
「高產值」、「高就業人數」、「高結婚對數」的佳績，邀請各界

一同慶祝。南科110年度表現亮眼，園區進駐廠商已達254家，從業
員工超過8.4萬人，營收更有望首度突破兆元，後續受惠於積體電路

及光電產業發展暢旺，預計將有爆發性的成長。

科技部吳政忠部長表示，今天是南科雙喜臨門的日子，一是有50對
新人將步入人生重要里程碑，另一個是去年南科營業額將會破兆，

成長速度非常快。南科近期規畫開發幾個新園區，將不會只是單純
生產製造的園區，而是打造為適合工作生活的園區，這是科技部從

去年開始推動之「精緻多元、優生活、節能減碳」的新型態科學園

區，南科後續將開發的新園區，希望能邁向科學園區新的紀元。未
來臺灣的科技，半導體產業鏈將是科技及產業的核心，並須外溢到

其他與生活相關的產業，才能攜手讓臺灣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臺南市戴謙副市長表示，今天謹代表黃偉哲市長祝南科生日快樂、

鴻圖大展，南科創造高峰讓我們看見家鄉的希望。南科一年一度的

好日子，不僅是慶祝南科成立26周年，更是見證第18屆集團結婚、
50對新人幸福的時刻，南科近年來快速成長，隨著廠商持續加碼投

資，人才資金回流大南方，工作機會持續增加，大臺南地區人口持
續移入，年輕世代在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臺南市政府致力於打造

安心結婚、獎勵生育的環境，希望新人能努力增產報國，市府也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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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開發南科周邊道路，將可解決南科交通壅塞的問題。

南科管理局蘇振綱局長表示，南科去年在防疫抗旱情況之下，持續
展現旺盛的成長動能，去年我們迎來了健康的三高，包含產值創新

高，預計可以迎來兆元產值，就業人數創新高，達到8.4萬人以上，
再加上今天有50對新人參加集團結婚典禮，這是非常健康的生態，

要特別感謝所有園區事業夥伴共同的努力及各界的協助。南科臺南

及高雄園區各大廠正持續擴展，將加速南科三期開發，提供廠商擴
廠所需用地，橋頭園區正辦理招商作業，後續將擴充至嘉義，延伸

到屏東，讓南臺灣科技廊帶成型，南科管理局團隊將持續努力，如
期如質達成此重要里程碑。今天還有一個特別的成功大學北美校友

會植樹儀式，讓曾經參與過南科的人，記錄下未來能夠與大家分享

的故事，祝福南科永續、生生不息，所有園區事業夥伴、工作同仁
平安健康，也祝福新人百年好合、早生貴子。

今年南科園慶亦辦理「2022加入南科非你不可」企業徵才活動，共
有14家廠商共同辦理徵才，現場估計吸引有興趣的民眾約2,000人

參與面試及詢問，本次聯合徵才廣受現場求職民眾好評，除解決廠

商產能擴大人力不足的問題，也讓求職者獲得合適的工作機會；南
科正蓬勃發展，人力需求持續增加，未來還會有更多工作機會陸續

釋出，讓更多人才加入南科園區大家庭的行列。

活動邀請到宇宙人、旺福、溫妮等歌手藝人演唱多首代表歌曲，與

台下民眾共同歡唱氣氛熱絡，今年集團婚禮參加對數更是創歷年新
高，高達50對新人在各界及親友的見證下互許終生，南科過去18年

來每年舉辦集團婚禮，已促成了463對佳偶。現場還有多元的園遊

會攤位，包括美食市集、農特產品展出、小動物餵食區，還有獎品
豐富的摸彩活動，今年送出55吋電視、Apple iPad、Apple Watch

等多項好禮，吸引大約5,500人參加，讓大家玩的不亦樂乎，活動在
眾人滿足的歡樂聲中圓滿順利落幕，敬請期待明年再次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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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南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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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南科數位牙體教學中心揭牌
2022-01-15

成大醫學院成立「南科數位牙體教學中心」舉行剪綵揭牌儀式。（成大提供）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牙醫學系暨口腔醫學研究所14日成立「南科數位牙體教學中心」，同時舉辦兩天國際數位牙醫教育與臨床醫學研討會，共同關注數位牙醫

教育、臨床醫學、牙科醫材等未來發展趨勢。

成大副校長賴明德及牙醫系說明，因應前瞻牙醫教學需求，牙醫系提供數位實作場域、鼓勵跨領域牙醫科學家、與產業接軌、終身繼續教育為目標。

也希望與產業合作，共同開發先端生醫材料或是醫療儀器設備，並建構國內牙醫教育類醫材之開發與體驗，提供雲嘉南地區牙醫終身再教育課程共享

平台。相對傳統手術及其後續假牙贗復的繁瑣手工製程，牙科數位化能有效提升醫療準確度、減少過渡性耗材以及快速精準等優勢。

「南科數位牙體教學中心」揭牌儀式在成大醫學院舉行，昨天由南科管理局副局長鄭秀絨、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牙醫學系系主任莊淑芬，及台南

市牙醫師公會理事長王俊凱等牙醫界代表，共同主持剪綵。

連續舉行兩天的「第三屆國際數位牙醫教育與臨床醫學研討會」，邀請日本、印尼、馬來西亞等重量級國際學者與會，演講主題包括數位假牙製作流

程、VR與數位學習等，成大醫院口腔顎面外科醫師王東堯也分享獨到的正顎手術數位計畫流程，內容豐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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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南科數位牙體教學中心成大揭牌
Posted By: TainanTalk  一月 15, 2022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牙醫學系暨口腔醫學研究所今（14）日成立「南科數位牙體教學中心」。同時，也在成大光復校區國
際會議廳舉辦為期兩日的「國際數位牙醫教育與臨床醫學研討會」，共同關注數位牙醫教育、臨床醫學、牙科醫材等未來發展趨勢。

（圖說）成大成杏校區「南科數位牙體教學中心」揭牌儀式包含：南科管理局副局長鄭秀絨、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成大牙醫學系系主任莊淑芬
科技部前次長謝達斌、中華牙醫學會理事長洪純正、台灣口腔生物科技暨醫療器材展業發展促進協會（TAPO） 理事長張維仁、成大前瞻醫材中心主
任張志涵、臺南市牙醫師公會理事長王俊凱等人與會。（記者鄭德政攝）
成大副校長賴明德表示，承蒙南科國產牙科醫材計畫，成大牙醫學系以全方位牙科精準醫療教學為目標，建置南科國產牙科醫材發展與教學體驗基
地，積極推動牙醫學系暨口腔醫學研究所教學研究、成大附設醫院口腔醫學部臨床應用、院外牙科診所、牙體技術所或共研中心推廣應用。

（圖說）成大成杏校區「南科數位牙體教學中心」揭牌儀式後，與會貴賓合照。（記者鄭德政攝）
成大牙醫系表示，因應前瞻牙醫教學需求，成大牙醫系提供數位實作場域、鼓勵跨領域牙醫科學家、與產業接軌、終身繼續教育為目標。也希望與
業合作，共同開發先端生醫材料或是醫療儀器設備，並建構國內牙醫教育類醫材之開發與體驗，提供雲嘉南地區牙醫終身再教育課程共享平台。
相對傳統手術及其後續假牙贗復的繁瑣手工製程，牙科數位化能有效提升醫療準確度、減少過渡性耗材以及快速精準等優勢。成大牙醫系 2019年設
立，是南臺灣唯一國立綜合型大學，具有獨立完整使用空間，符合現代牙醫學教育的教學場域，提供有深度及廣度的基礎與臨床牙醫學研究環境，
能成為與國際先進數位牙科接軌，並有潛力成為南部地區牙科繼續教育中心。
集結各大學院校、臨床醫師、醫藥產業、專家學者，成大成杏校區「南科數位牙體教學中心」揭牌儀式與會者眾，包含：南科管理局副局長鄭秀絨
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成大牙醫學系系主任莊淑芬、科技部前次長謝達斌、中華牙醫學會理事長洪純正、台灣口腔生物科技暨醫療器材展業發展促
進協會（TAPO） 理事長張維仁、成大前瞻醫材中心主任張志涵、臺南市牙醫師公會理事長王俊凱等人皆出席與會。 
1月14日到15日為期兩日的「第三屆國際數位牙醫教育與臨床醫學研討會」，邀請日本、印尼、馬來西亞等重量級國際學者與會，演講主題包含：演
講數位假牙製作流程、VR 與數位學習等，成大醫院口腔顎面外科醫師王東堯也分享獨到的正顎手術數位計畫流程，內容豐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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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學術守護環境　2021綠色科技論壇暨論文頒獎典禮在成
大
Posted By: TainanTalk  一月 15, 2022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由財團法人慶恩教育基金會與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共同舉辦「2021綠色科技論壇暨論文頒獎典禮」，1月14日於成大光復
校區歷史文物館舉行，會中表揚「環境科技議題」及「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議題」傑出碩、博士論文作品，並邀請產、官、學界菁英與會，激盪創新
思維，建立產業界發掘優秀人才與引進學術智慧的平台。

（圖說）2021綠色科技論壇暨論文頒獎典禮與會貴賓及得獎師生合影。（記者鄭德政攝） 
綠色科技論文獎以「發展科技、造福人類；精進環保、讓地球更美好」為辦理理念，自2013年逐年辦理至今。今（2022）年共有84篇與環境科技、
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議題相關的碩博士論文參選，由專家學者組成評委會，依據論文主題契合性、創新性、未來應用價值及正確度與嚴謹度等4項標
準進行審查。最終選出12篇優秀論文，博士組共4名，分別頒贈獎金15萬元；碩士組共8名，分別頒贈獎金10萬元，總獎金高達140萬元。

（圖說）成大副校長李俊璋(右2)與臻鼎科技集團董事長暨財團法人慶恩教育基金會創辦人沈慶芳(右3)互相致贈禮品。（記者鄭德政攝）
臻鼎科技集團董事長暨慶恩教育基金會創辦人沈慶芳表示，他自小在農村生活與自然環境共處，但他發現隨著工業發展，自然環境改變很多，於是
辦企業後便致力推展環境保育。「企業不只是看績效、營收或獲利，也應該盡到社會責任，讓社會的生活品質更好。」在沈慶芳的推動下，綠色科
論壇與論文頒獎典禮已連續舉辦7年，他也期待能有更多企業加入減少碳排、重視環境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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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沈慶芳董事長(中)頒獎予成大環工所博士班Birgitta Narindri Rara Winayu（玫壯里）(右)與指導教授朱信(左)。（記者鄭德政攝） 
行政院環保署署長張子敬表示，面對氣候變遷與邁向永續發展是現今很重要的議題，唯有長遠的努力與綠色科技的投入才有機會成功。張子敬說，
年７月１日環保署成立「資源循環辦公室」及「氣候變遷辦公室」，期待未來希望能用「資源」利用的角度取代廢棄物「處理」，達成永續循環，
氣候變遷議題也能在產官學共同努力下，落實淨零轉型。
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李俊璋從舉辦論壇的場地談起，介紹成大在古蹟保存的投入，將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納入校務發展，並於109年獲頒行政院國家
永續發展獎，也成立沙崙綠能智慧創新推動平台與產官學各界共構智慧永續的未來。他感謝沈慶芳創辦人帶入企業、走入社區，為環境保育努力，
獎勵學術辦理論壇，是對環保界師生一大鼓舞，讓師生有所發揮。
財團法人慶恩教育基金會執行長柯承恩、前行政院長毛治國、國立成功大學研發長林財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葉欣誠等貴賓也出席綠色科技論
開幕。會中成大副校長李俊璋與臻鼎科技集團董事長暨財團法人慶恩教育基金會創辦人沈慶芳互相致贈禮品，預祝論壇圓滿順利。
接著，臻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進行「恆春半島原生種復育認養造林」簽約儀式，約定雙方自今年起，為期3年，每年由臻鼎科
技公司捐贈認養國有林造林地及投入「恆春半島外來入侵種銀合歡移除復育造林」計畫，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執行栽植撫育工作，移除外來
並共同推動復育森林、環境資源與原生種的工作，恢復原有豐富的生態鏈，也為環境再造搭建產業界與公部門之間的橋樑。
財團法人慶恩教育基金會與臻鼎科技集團為回饋社會、鼓勵大學院校相關系所教授與學子致力於綠色科技與環境污染防治等領域創新研究，特設此
技論文獎，今日頒贈獎狀及獎金予2021年優秀碩博士論文獲獎師生，並分別邀請行政院環保署署長張子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葉欣誠與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李俊璋發表３場專題演說，也邀請得獎碩博士生分享獲獎心得。
成大環工所黃良銘教授與碩士生盧宜均的得獎論文研究以生物方法分解半導體工業廢水中的揮發性有機物質。盧宜均說，對於工業廢水所產生的揮
性物質，常見的處理方式是直接燒掉，但產生的二氧化碳會造成更多地球汙染也會影響企業的碳排放量，而透過生物分解，不僅不會造成環境負擔
處理後的水還能直接排放到海洋或河川中，是對整個社會、業界很重要的一環。盧宜均分享自己能在少有人知的領域中耕耘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除了開心獲獎，她更期待可以和典禮現場的產官學界人士交流自己的研究，也讓更多人看到環境保育的重要。
成大環工所博士班Birgitta Narindri Rara Winayu（玫壯里）與指導教授朱信合作，研究嗜熱嗜鹼藍綠菌Thermosynechococcus sp. CL-1（TCL-1）在
處理養豬廢水上發揮了良好效益也同時生成有價值的附加產物，是一項可以減緩全球暖化以及改善廢水排放問題的重要科技。來自印尼的玫壯里表示
「遇見朱信老師是個奇蹟，若不是他，也不會有今天的我。」並再次感謝一路以來陪伴自己的貴人、實驗室夥伴、家人親友等。此外，對於環境永
十分重視的她預計將獎學金投入學術追求，並建立更廣的研究網路，將研究擴大應用到食品加工、生質能或生醫科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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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 DailyView網路溫度計

面對疫情衝擊，各企業需要隨時備戰未知變化，隨著後疫情時代來臨，跨領域人才崛

起，用多元專業打天下，培養職場即戰力！

用專業卡位大企業！

2020年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各產業受到衝擊，全球企業以遇缺不補、無薪假來解決人

力配置的問題，讓就業市場面臨危機，為讓莘莘學子在職場中能以多元專業面臨各種大

環境的變化，許多大學推出「跨領域課程」，希望將學生打造「π型人」橫向發展專業

能力！

今天《DailyView網路溫度計》就透過《KEYPO大數據關鍵引擎》排名擁有10間以上院

所、或是40個系所的大學，看他們如何發揮學校資源，讓學生一畢業就成為企業搶著要

的跨界人才！

NO.1 台灣大學

全台唯一學生人數超過三萬的大學「台灣大學」目前有11個學院、54個學系、103個研

究所，為培養學生跨領域能力，台大在110年推動領域專長課程，提供200至250個領域

專長課程，還將輔導企業選才時多看領域專長證書。

台大推出「創新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在2021年7月通過教育部審核，學生可以「自組必

修學分」突破科系、學校限制跨領域學習，預計在今年9月上路。

NO.2 清華大學

與新竹工業區、國家實驗室相鄰的清華大學，擁有豐沛的研究能量，可說是實施跨領域

學程的領頭羊，清大獨創「雙專長」學位，讓學生在128個畢業學分數內，同時獲取兩

個不同科系的學位。

目前清大擁有11個學院，其中包含台北政經學院TSE及清華學院、26個學系，在2021年

底啟用半導體研究中心，包括元件、製程、材料、設計4部，期待培養出具備半導體通識

與跨領域對話能力的人才。

NO.3 政治大學

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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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軸的政治大學，擁有11個學院、34個學系，並「創新創業學院」與

「人文創新數位學院」兩個跨領域學院，培養創意、創新、創業三創人才。

更在2021年成為亞洲16所頂尖大學組成的「全球未來產學人才培育策略聯盟」，分享教

育資源，規劃華語、臺灣現代與傳統藝術等具台灣特色的課程，與業界講師合作，培育

未來產學人才。

NO.4 成功大學

擁有「北台大、南成大」美譽之成功大學，是全台首創「研究總中心」的大學，成為國

內第一個整合校內資源成立自給自足研究中心，目前擁有9個院所、41個系所。

成大更首開國內大專院校先例，自2020年推出「創新18週（15+3）課程」，除了固定

的專業課程外，另外有3週線上學習或參加工作坊的彈性跨領域課程，課程不分系，希望

加深學生跨系所合作，培育未來的人才。

NO.5 中國文化大學

歷史悠久的文化大學，擁有13院、61系組及2個學位學程，學校資源與學生人數眾多，

是以北部私立大學為主力的「優久聯盟」成員之一，包含師資、圖書、選課等資源都可

共享，讓學生資源最大化。

文化大學也推出跨領域學習網，除了通識課程四大領域外，四年前新增「跨域專長」，

舉凡文學院的故事寫作、外語學院職場英語溝通、理學院資料分析、法學院法律生活等

課程，都可以跨域修課，希望透過多元、彈性及跨領域學習這3支「穿疫箭」，讓學生擁

有多樣專業，迎接後疫情時代。

NO.6 陽明交通大學

在2021年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合併而成的陽明交通大學，目前共設有19個學院、附設機

構有74個校/院級研究中心，為協助學生拓展第二專長，以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所建立的

BxA跨學院學位、國麻省理工學院(MIT)進行課程模組化，提出「跨域學程」，以畢業學

分不增加前提下，提供學生更大的彈性學習空間。

NO.7 台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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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師大在2019年與台大、台科大組成「國立台灣大學系統」，3校近6萬名師生可以共享

圖書資源、就業輔導、商家折扣、交通車，台師大擁有10學院、54系，讓學生可以透過

跨領域學程增進系所資源整合，至今已開設35個學分學程提供全校學生修習。

NO.8 銘傳大學

面對產業數位轉型，銘傳大學整合金融科技、資訊、管理、社科、語文等跨院系等10院

所、47系資源，打造全台首個跨領域「AI系統性課程與職涯」，加上銘傳有多校區移地

教學模式，推動AI無人機、機器人學校，讓學生在大學四年除擁有本科系專長外，可依

照AI系統性課程路徑，以選修、輔系等方式，在大學4年間成為AI人才。

NO.9 輔仁大學

擁有橫跨文學、理工、法律、傳播等領域的多元科系的輔仁大學，擁有13個學院及附設

神學院、48個學系，加上有醫學院、附設醫院，可跨領域選修各課程。

輔大在2021年啟用第13個學院「創新跨領域虛擬學院」，搭配E-School實體學習空間，

有天秤意象教室、財經教室、數位資訊空間，透過AI發展實現跨領域的更多可能。

NO.10 淡江大學

因應AI時代來臨，淡江大學掌握契機於2020年設立「AI創智學院」，與台灣微軟結盟展

開「創新與創業」等五大AI學程取得職涯發展優勢，讓可以自主安排學習時間，加強跨

領域實力。

淡江大學擁有淡水、台北、蘭陽、網路等4個校園，共9院所，每年培育6,000名具AI雲端

素養的跨領域人才，針對不同學院系所師生的專長組成產學合作團隊，推動AI技術落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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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學期不出門上課也行？教部研議鬆綁遠

距教學規範

2022-01-15 03:14  聯合報  / 記者潘乃欣／台北即時報導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台灣，幾乎所有大專校院都

因此落實遠距教學。數名大學校長昨天在大學校長

會議提案，呼籲放寬每學期可採遠距授課時數，以

及畢業學分中遠距課程學分數上限，讓更多學生彈

全 國 1 6 2 所 大專校院齊聚雲林科技大學參加大學校長會議， 為期兩天 ，昨天

中午落幕。記者潘乃欣／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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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透過遠距課程學習。教育部長潘文忠承諾會進一

步研商此事，但提醒各校實施遠距課程時，要兼顧

教學品質。

成功大學提案指出，按教育部目前規定，一名學生

每學期參與的遠距課程時數，不可超過當學期總修

課時數的五成；學生透過遠距課程取得的學分數，

不能超過畢業總學分數的五成。成大建議鬆綁相關

時數規定，當學生遠距課程時數過多時，提報教育

部審核的流程能夠再簡化。

成大也提到，當前遠距教學形式比多年前多元，已

從早期的「一校同步主播」、「多校同步收播」，

演變至如今相當普遍的「磨課師非同步教學」、

「雲端數位學習平台」等作法。建議教育部放寬遠

距教學課程定義，承認更多形式的遠距課程，鬆綁

畢業學分認定。

這項提案還指出，疫情影響學生跨國移動，呼籲教

育部放寬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以及招收境外生

的學士和碩博班、二年制專科班規範，取消此類班

級學生修習遠距課程的時數上限。

教育部高教司長朱俊彰表示，去年因應疫情，教育

部從寬認定各校的遠距教學規畫，授權各校自行審

查數位課程內容，也已簡化遠距時數超過五成時，

要向教育部提報的相關流程。長遠的規範鬆綁也可

進一步研議，教育部樂意調整法規，但前提是要確

保教學品質，呼籲各校同步加強自我品保機制。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8%82%B2%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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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增第三學期？教長允研議

2022-01-15 03:42  聯合報  / 記者潘乃欣／雲林報導

成功大學昨天在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縮短每學期

周數接軌國際，建議教育部開放各大學視情況增設

「第三學期」。有大學校長認為，此事涉及加收一

學期學雜費等議題，不易推行。教育部長潘文忠則

當場承諾，將邀請公私立大學代表討論鬆綁現行學

年學期假期辦法的可能性。

全 國 一六二所 大專校院齊聚雲林科技大學參加為期兩天 的 大學校長會議，昨

天 中午閉幕。記者潘乃欣／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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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學每學期十八周，全球最長。大學校長會議

昨第二天，成大指出，國內大學分為兩學期，上學

期約從八月一日到隔年一月卅一日，下學期約從二

月一日到七月卅一日。許多國外大學一年有三個學

期，學期起迄日與台灣不同，不利國內師生投入國

際學術交流，也不利國內大學招生國際生。

成大建議教育部開放大專校院視課程設計或國際學

校學期制度，自訂學期起迄時間。

成大近年已試辦「十五加三周」，每學期安排十五

周固定專業課程，另三周線上學習或實體的密集課

程等彈性課，愈來愈多教師發展微課程等新的教學

型態。盼教育部鬆綁規定，讓學習更彈性。

台灣師範大學與同屬「台灣大學系統」的 台灣大

學、台灣科技大學也正試行「十六加二周」，若運

行成熟，擬向教育部爭取改為每學期十六周。學期

周數若縮短，台師大表示將開啟「第三學期」，開

放想提早畢業學生修習選修課程，或到業界實習。

不過，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表示，「第三學期」若

只是為了讓學生多修課，現行制度就可實現，如開

設暑修課程，不必修法。各大學若真要改成一年有

三個學期，反而衍生 是否多繳一次學雜費和住宿

費、學生支出因此提升等問題，有待討論。

台師大調查指出，雖然各學院支持十六周的師生比

率都超過五成 ， 有理學院學生擔憂「學期周數縮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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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卻要學一樣多的知識」，恐加重課業負擔。

教育部高教司長朱俊彰表示，將依照成大提出「各

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具體修正方案，著

手修改辦法。潘文忠則說，修法前會先邀集五個大

專校院協會代表開會討論，教育部預計兩周內召開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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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增設「第三學期」 成大向教育部提案
曾博群  ｜2022.01.14

成大表示，建議教育部開放大專校院視課程設計或國際學校的學期制度，自訂學期起迄時
間。圖／unsplash

【記者曾博群綜合報導】全國大專會議昨日起一連兩天在雲林科大舉行，為因應國內

師生投入國際學術交流、以及國內大學招國際生，成功大學提案建議教育部開放各大

學視情況增設「第三學期」，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將邀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等4個

大學協會，討論修正「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的可能性。 

 

成大表示，建議教育部開放大專校院視課程設計或國際學校的學期制度，自訂學期起

迄時間。台灣師範大學也試行16+2周，接著朝每學期16周前進，並將開啟第三學

期，開放學生修選修課，或到業界實習。 

 

成大指出，國內大學多半分為2學期，上學期約從8月1日到隔年1月31日；下學期從2

月1日到7月31日。但國外大學採季制，多半有3個學期，學期起迄日與台灣不同，此

舉不利國內師生投入國際學術交流，也不利國內大學招生國際生。 

 

教育部高教司長朱俊彰表示，成大已提出修正「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的

具體方案，教育部預計著手修改辦法。另外，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發言指出，如果只

是為了學生修課而增「第三學期」，按現行制度就可做，可安排暑修；若真的要改成

第三學期，反而還會衍生要不要繳三次學費等問題，細節及相關議題則有待四個大學

協會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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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提「第三學期」制 與國中小教育脫鉤和國際接軌
林曉慧 郭俊麟 / 雲林報導  發布時間：2022-01-14 19:51  更新時間：2022-01-14 21:08

中興大學 國中小 大學 成大 雲科大

學期來到尾聲，雲科大有學生在期末考，也有學生準備返鄉，等寒假後，就是第二學期課程。對台灣的學生來說，從小學

到大學，一學年兩個學期很正常，但在國外的大學，多半有3個學期。

雲科大學生說：「（3學期）這樣子其實，對教學比較沒有幫助，因為其實我們的課，大部分更常的狀況是，一個課分成

上下兩個學期來學，拆成三個部分的方式，會比較沒有那麼好。」

另一名雲科大學生說：「雖然說會減少一些玩樂的時間，但是學習更多的東西，我覺得這樣很不錯。」

大學能否增設「第三學期」，近幾年的大學校長會議都有討論。今年成大再提案，為有利國內高教與國際接軌，建議高等

教育學期制規劃與國中、小教育脫鉤，並得視各大學特色調整新增第三學期。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發言表示，若為了學生

修課而增第三學期，按現行制度就可做。

國立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表示，「現階段實際上現在很多大學，也都有暑期課程，（若3學期）包括我還要不要繳學雜

費，或者可以不可以允許在，這個暑假的時候招生。」

教育部表示，支持大學和國際接軌，不過學期調整牽涉招生、教師聘任等相關措施，還需要研議。

教育部高教司長朱俊彰表示，「除了學期、學年這個辦法之外，可能司裡面相關的一些法令，可能要跟著調整，這樣整個

制度，才能夠讓它運作起來比較順遂。」

由於成大具體提出修正「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方案，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將邀集4個大學協會進一步討

論，促進教學學習彈性。

台灣的大學分為兩學期，和國外的大學多半為三個學期不同，為了和國際接軌，成功大學今（14）日在大學校長會議提

案，建議高教目前上下兩學期規劃，應與國中小教育脫勾，並視各大學特色，調整新增第三學期。

結論先講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up69KX08kE&t=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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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盼設第３學期 教育部：從彈性暑修著手
2022-01-14

記者王誌成／台北報導

一一一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十四日在雲林科技大學進行第二天議程，大學代表建議增設「第三學期」制度，讓高教學期與中小學脫鉤。教育部回

應傾向先從放寬暑修彈性著手。

大專校長會議上，學校提案讓大學新增第三學期，國外許多學校則有三個學期，開始和結束時間有所不同。更有利於國際交流、招收國際學生，也更

能發展學校特色。

潘文忠表示，支持讓大學課程更有彈性，但是不是要在制度面上設計出「第三學期」，還要再進一步釐清，涉及的不只是大學本身，也涉及高中職課

程銜接，會邀集國內大學代表討論。

教育部說，事涉招生、教師遴聘、學雜費計算，傾向先從放寬暑修彈性著手。

對此，教育部高教司長朱俊彰表示，「第三學期」此事涉及的不單純是學期的調整，還包括招生時間、教師聘任、學雜費計算等。學校在實務上，傾

向先從暑期開課（暑修）著手，增加學習彈性。

另外成功大學等校提案指出，新冠病毒疫情下，建議教育部放寬「遠距教學課程」定義，鬆綁畢業學分認定。潘文忠說，現行遠距教學法規確實比較

保守，近期會啟動法規研修，希望各大學幫忙收集實務意見，讓未來遠距教學形式更為多元、更有彈性，甚至是讓「跨國選修」成為可能。

高教司長朱俊彰表示，疫情下遠距教學都「從寬認定」，至於長遠的規範鬆綁，具體分成兩部分，一是遠距教學時數可否超過課程總時數的一半；二

是學生透過遠距教學取得的學分，是否能超過畢業總學分的一半，都可進一步研議，因應國際的數位學習趨勢，教育部樂意進行法規的調整，但前提

是要確保教學品質，各校應同步加強「自我品保機制」，讓遠距教學更有彈性。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category/taiwan_no_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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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長會議　提第三學期接軌國際

　一一一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昨天舉行第二天議程，有大學代表提案讓大專

校院依據特色，彈性增設「第三學期」制度，使高教與中小學脫鉤。對此，教

育部回應指出，大學設置第三學期涉及招生、教師遴聘、學雜費計算等，況且

許多學校也都有採行暑修，不一定要採第三學期規畫。

　目前國內大專校院分成上、下學期，成功大學提案建議，因應國外大學採第

三學期制或季制，國內大學學期開始、結束的時間與國外大學不同，不利於我

國教師與學生國際學術交流、招收國際優秀學生，因此建議修訂各級學校學生

學年學期假期辦法，讓高教學期制度與中小學脫鉤，採用第三學期制。

　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在會議發言表示，如果是為了學生修課而增加「第三學

期」，那按照目前的暑修制度即可，改成第三學期，還會衍生要收第三次學費

等爭議。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支持讓大學課程更有彈性，但改成第三學期制

也涉及高中職課程的銜接，日後會邀集國內各大學代表討論。

沈育如／雲林報導 (202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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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學 校長籲鬆綁學分限制

2022-01-15 03:34  聯合報  / 記者潘乃欣／雲林報導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台灣，幾乎所有大專校院都

落實遠距教學。數名大學校長昨天在大學校長會議

提案，呼籲放寬每學期可採遠距授課時數及畢業學

分中遠距課程學分數上限，讓更多學生彈性透過遠

距課程學習。教育部長潘文忠承諾會進一步研商此

事，但提醒各校實施遠距課程要兼顧教學品質。

成功大學提案指出，按教育部目前規定，一名學生

每學期參與遠距課程時數，不可超過當學期總修課

時數五成；學生透過遠距課程取得的學分數，不能

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五成。成大建議鬆綁相關時數規

定，當學生遠距課程時數過多時，提報教育部審核

的流程能夠再簡化。

成大也提到，當前遠距教學形式比多年前多元，已

從早期的「一校同步主播」、「多校同步收播」，

演變至如今相當普遍的「磨課師非同步教學」、

「雲端數位學習平台」等作法。建議教育部放寬遠

距教學課程定義，承認更多形式的遠距課程，鬆綁

畢業學分認定。

這項提案還指出，疫情影響學生跨國移動，呼籲教

育部放寬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以及招收境外生

學士和碩博班、二年制專科班規範，取消此類班級

學生修習遠距課程的時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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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教司長朱俊彰說，去年因應疫情，教育部

從寬認定各校遠距教學規畫，長遠規範鬆綁也可進

一步研議，教育部樂意調整法規，但要確保教學品

質，呼籲各校同步加強自我品保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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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元件產業協會成立 協同半導體、PCB打造護國神山脈

本文共1469字

被動元件廠 科技部 半導體產業 成功大學 賴清德 智慧型手機 PCB

大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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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15 21:07:34

經濟日報 張傑

在科技部、經濟部工業局及成功大學攜手合作下，台灣被動元件產業協會日前舉行成立

大會，並邀請副總統賴清德、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金工中心副執行長林志隆，台灣被

動元件產業協會主任委員李文熙教授及近百位產、官、學界貴賓一同與會，場面簡單隆

重。

副總統賴清德表示，台灣被動元件產業已發展50年，雖然不像半導體那麼受到媒體關

注，但在電子零組件中是非常關鍵的一環，且產業產值已高居全球第二。更重要的是被

動元件能夠繼電路板、半導體之後，成為台灣另外一座護國神山，並期盼未來產值能夠

成為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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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指出說，要達到這個目標，他提供3個意見給大家參考。第一，被動元件產業協會

務必成為政府與業界之間的橋梁，反映業界需求及建言給政府，讓政府的政策、法令、

預算可以協助這個產業發展，解決各種問題，如此才能事半功倍，持續精進不斷。

第二，協會要扮演串聯產官學研的角色，開發先進技術、製造高階產品，如此才能躍居

全球第一。第三，要結合上、中、下游共同努力，成為「被動元件國家隊」，彼此有科

技專業知識分享，才能不斷壯大。不只產業界，包括學界、政府等各自努力，成為雁行

隊形一直向前行，產值的附加效益才會驚人，才有可能一舉成為全球第一。

在過去幾十年在，台灣被動元件廠商努力經營擴展市場佔有，出現兩次產業高峰期，第

一次在2000 年，千禧年換機潮引領電腦與筆記型電腦，出現產業的第一次缺貨潮，同時

領先技術的美日大廠開始轉往研發高階通訊應用之手機市場，退出中、低階資訊應用家

電與傳統電腦市場，迎來台灣被動元件產業第一波高峰期，也讓台灣被動元件產業首次

擠身進入全球被動元件市場前十大以內排名。

台灣被動元件產業協會日前舉行成立大會，並邀請副總統賴清德、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金工中心

副執行長林志隆，台灣被動元件產業協會主任委員李文熙教授及多位貴賓一同與會。 成大/提供



2022/1/17 上午9:23 被動元件產業協會成立 協同半導體、PCB打造護國神山脈 | 熱門亮點 | 商情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6036372 3/6

而第二次高峰期則是在2017年智慧型手機、 5G、Al、電動車的應用，大幅擴大被動元

件市場需求面，同時日系被動元件業者再次逐漸淡出一般型中低階領域，轉往高階車用

產品布局，造成產能供給出現缺口、供給產業結產生結構性變化，台灣被動元件廠把握

商機接手全球3C市場，被動元件產業再次攀上高峰，台灣被動元件產業產值全球成為第

二大(兩千多億台幣/年)，僅次於於日本(五千多億台幣/年)。

而台灣半導體產業，PCB產業是以北台灣為主要聚落，台灣被動元件產業則以南台灣為

主要聚落，高雄、台南則是台灣被動元件的研發與製造主要的大本營，是全球被動元件

上下游產業供應鏈發展最完整國家。

台灣被動元件產業協會主任委員李文熙教授說，對台灣電子產業而言，歷經過去幾十餘

年的努力，耀眼的技術能量與產值，已使台灣被動元件產業成為全球第二大，然而台灣

被動元件產業兩次高峰成長皆主要是受惠於日系龍頭大廠轉戰高階市場，退出原先較低

階市場而獲得大量商機與提高市場佔有率的受益者，在面對快速的技術發展與激烈的國

際競爭，台灣被動元件產業需要有全新的思維來推動台灣被動元件產業邁向全球的頂

台灣被動元件產業協會成立大會上，與會貴賓一同合影。 成大/提供



2022/1/17 上午9:23 被動元件產業協會成立 協同半導體、PCB打造護國神山脈 | 熱門亮點 | 商情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6036372 4/6

峰，整合台灣全球最完整的被動元件上下游產業供應鏈，與進行前瞻技術產學合作，加

速產業技術升級是台灣被動元件產業當務之急。

此次在成功大學攜手科技部，配合政府大南方計劃振興南部產業，整合以南台灣為主要

產業聚落的台灣被動元件上下游產業，並成立台灣被動元件產業協會，組成台灣被動元

件產業國家隊，以提升台灣整體被動元件產業的全球競爭力為宗旨，將台灣被動元件產

業推向全球第一大為目標，並進一步與領先全球的台灣半導體產業，PCB產業一起攜手

打造台灣產業護國神山脈。

成立大會上，更遴選出金工中心林志隆副執行長為台灣被動元件產業協會首屆理事長，

常務理事由成大教授李文熙，詠業科技李瑞榮總經理，勤凱科技曾聰乙董事長，天正國

際萬文財總經理擔任，常務監事由冠寶科技蔡添源董事長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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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節堅守崗位藥師為民眾疫苗接種安全把關。

搶打第三劑疫苗 台南民眾有感大讚成醫「有你們真好」
／

2022/1/17

　【記者孫曉倫／南市報導】本土疫

情持續升溫，南台灣民眾繃緊神經，

紛紛搶打第三劑疫苗，成大醫院配合

臺南市政府加速COVID-19疫苗注射政

策，（15）日加開追加劑莫德納疫苗

注射門診，全天有10200位民眾預約額

滿。
 

　成大醫院不捨民眾清晨7點多在低溫中排隊等候，即提前在早上7點50分開打，由

於動線分區分流規劃良好、落實環境清潔消毒，並有現場鋼琴演奏，上午8點15分

後，已預約民眾到院皆不需等候，立即可接種疫苗。截至中午12點，已超過4300位

民眾完成接種，因為整體流程順暢且效率高，大輻縮短等待接種疫苗時間，民眾紛

紛大聲喊讚及感謝成大醫院。
 

　成大醫院表示，除了感謝醫療團隊、志工、第五分局員警及台南市政府衛生局

外，今天是藥師節，藥劑部主任親自帶領藥師們皆堅守的崗位出勤，為民眾抽取正

確的疫苗接種劑量為用藥安全把關，持續守護民眾的健康，在此祝福每位藥師都身

體健康，藥師節快樂！
 

　去年成大醫院已有一天施打10080人次的疫苗經驗，昨日預約的民眾如果皆能如期

報到施打，即可打破去年最高的施打人次，再創高峰。
 

　成大醫院表示，年滿18歲以上、已完整接種2劑新冠肺炎疫苗，距第2劑接種滿12

週者皆符合追加劑接種資格，在本院往後開設的追加劑疫苗預約門診，已預約掛號

民眾即可攜帶健保卡及接種紀錄黃卡依時間前往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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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打第三劑疫苗　台南民眾大讚成醫服務好

▲成大醫院配合台南市政府加速COVID-19疫苗注射政策，15日加開追加劑莫德納疫苗注射門

診，全天有10200位民眾預約額滿。（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本土疫情持續升溫，南台灣民眾繃緊神經，紛紛搶打第三劑疫苗，成大醫院配合

台南市政府加速COVID-19疫苗注射政策，15日加開追加劑莫德納疫苗注射門診，

全天有10200位民眾預約額滿。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5%9C%B0%E6%96%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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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不捨民眾清晨7時多在低溫中排隊等候，即提前在早上7時50分開打，由

於動線分區分流規劃良好、落實環境清潔消毒，並有現場鋼琴演奏，上午8點15

分後，已預約民眾到院皆不需等候，立即可接種疫苗。截至中午12時，已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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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0位民眾完成接種，因為整體流程順暢且效率高，大輻縮短等待接種疫苗時

間，民眾紛紛大聲喊讚及感謝成大醫院。

成大醫院表示，除了感謝醫療團隊、志工、市警五分局員警及台南市衛生局外，

15日是藥師節，藥劑部主任親自帶領藥師們皆堅守的崗位出勤，為民眾抽取正確

的疫苗接種劑量為用藥安全把關，持續守護民眾的健康，成醫也祝福每位藥師都

身體健康，藥師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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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成大醫院已有一天施打10080人次的疫苗經驗，15日預約的民眾如果皆能如

期報到施打，即可打破去年最高的施打人次，再創高峰。成大醫院表示，年滿18

歲以上、已完整接種2劑新冠肺炎疫苗，距第2劑接種滿12週者皆符合追加劑接種

資格，在成醫往後開設的追加劑疫苗預約門診，已預約掛號民眾即可攜帶健保卡

及接種紀錄黃卡依時間前往施打。



2022/1/17 上午9:36 搶打第3劑莫德納 成大醫院今破紀錄湧上萬民眾 - 生活 - 中時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115002523-260405?ctrack=mo_main_recmd_p02&chdtv 1/4

成大醫院15日開放新冠肺炎第3劑施打，湧現上萬人預約，一早就有民眾排隊等候。（成大醫院

提供／程炳璋台南傳真）

搶打第3劑莫德納 成大醫院今破紀錄湧上萬民眾
中時 程炳璋15:27 2022/01/15

桃機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擴散，台灣每天病例數雙位數成長令人心驚膽跳，台南市第3劑搶打潮日

創新高，14日全天達1萬6000人。成大醫院15日開設莫德納第3劑門診，湧入1萬200名民眾預

約，創下疫苗預約紀錄，15日上午7時許即有民眾在低溫下排隊等候進場。

台灣受新冠肺炎新型病毒Omicron侵襲，連日本土案例雙位數成長，加上春節返鄉潮，南台灣民

眾擔心受感染，出現第3劑搶打潮。成大醫院15日開設莫德納疫苗第3劑門診，預約人數1萬200

人，破全院疫苗預約紀錄，院方緊急出動150名醫護加班，設置15線掛號，維持施打順暢。

成大醫院15日原預定施打7500劑第三劑莫德納，開放門診預約消息傳開，預約人數立刻爆量破

萬，15日上午8時未到，門口已出現排隊民眾，院方提前開打舒緩人潮，直到下午5時許結束。

成大醫院去年9月曾有上萬人預約新冠肺炎疫苗，人數尚不及這次之多，15日接種只要年滿18

歲，已接種完2劑達12周皆有資格，排隊接種民眾的年齡層從20歲到80歲皆有，現場共有150名

醫護加班工作，民眾施打過程流暢。

台南市第3劑施打日創新高，14日達1萬6000人，除了成大醫院，奇美醫院15日開設BNT第3劑門

診預計600劑，台南市衛生局在永康總圖書館開打1100劑BNT，一樣爆滿，各區衛生所、地方診

所都有小額接種人數。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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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打第3劑 成醫逾萬名額秒殺
2022-01-16

第19期預約平台已開放 衛生局籲市民加緊接種

上午七時起成大醫院開始出現排隊民眾，就是為搶打第三劑追加劑。(成大醫院提供)

記者王勗⁄台南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許多台南市民眾搶打第三劑公費疫苗，預約平台十五日上午開放第十九期預約，南市成大醫院十五日加開追加劑莫德納疫苗

注射門診，一萬兩百預約名額隨即遭秒殺額滿，打破成醫單日施打最高人次紀錄。

成大醫院十五日上午七時起已有大批民眾前往排隊等候，成醫也提早於上午七點五十分開打疫苗，並於報到處安排工作人員和志工協助指引，現場也

特別安排鋼琴演奏紓緩民眾情緒。

成醫表示，此次動線規劃，大幅縮短等待接種疫苗時間，上午八時十五分後排隊人流已順利消化，已預約民眾到院皆不需等候，立即可接種疫苗，截

至中午十二時，施打人次已超過四千三百人次。

去年成大醫院曾於單日疫苗施打人次已達一萬零八十人次，若十五日預約人次均如期到院報到施打，也刷新成醫單日接種人次最高紀錄。

第十九期預約疫苗接種期程為本月十七至廿三日，年滿十八歲、完整接種第二劑疫苗且滿十二週的民眾可透過平台預約第三劑。預約時間至十六日中

午十二時為止。第十九期不另發送預約提醒簡訊，呼籲符合資格民眾盡快預約接種。

南市衛生局表示，十五日永康總圖設立的BNT疫苗接種站全日預計提供一千一百位民眾接種，十五日成大醫院七千五百劑莫德納及十六日中山國中接

種站三千五百劑莫德納疫苗的預約名額已全數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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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上午許多民眾至永康總圖BNT疫苗接種站接種疫苗，南市衛生局也提醒民眾加緊預約一、二
劑及追加劑。(南市府衛生局提供)

南市衛生局表示，永康總圖、中山國中接種站僅限設籍台南的市民透過台南疫苗預約平台(台南打疫苗)預約。民眾如有預約接種相關疑問，可撥打南

市防疫專線(06-288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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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施打第3劑疫苗 加開逾萬名額預約滿
2022/1/15 12:29（1/15 14:21 更新）

COVID-19疫情快速變化，台南市15日加開第3劑莫德納和BNT疫苗追加劑場次，全採預約制，其中包括
成大醫院1萬200劑莫德納疫苗，現場作業流程順暢，秩序良好。（成大醫院提供）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
南傳真 111年1月15日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5日電）COVID-19疫情快速變化，第3劑疫苗出現搶打

潮，台南市今天加開總數逾萬劑的莫德納和BNT疫苗追加劑場次，全採預約制，成大

醫院1萬200劑已預約滿，現場動線清楚，秩序良好。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loc.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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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政府衛生局人員告訴中央社記者，台南今天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

第3劑疫苗追加劑場次，包括永康新總圖1100劑、永康奇美醫院600劑BNT疫苗、成

大醫院1萬200劑莫德納疫苗，全採預約制。

另外，台南市還有數個行政區衛生所也開打第3劑疫苗，衛生局人員表示，如何預約

施打，由衛生所和社區自行研商決定。

成大醫院人員接受中央社記者電訪時說，成大醫院今天開打的1萬200劑莫德納疫

苗，已預約額滿，全天候接種，作業流程順暢，秩序良好，未出現排隊人潮。

目前，衛生局已規劃16日中西區中山國中莫德納疫苗、19日新營區南瀛堂及23日北

區許石音樂館的高端疫苗追加劑接種站。（編輯：郭諭儒）1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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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萬人疫苗接種　民眾有感大讚成醫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2-01-16 05:20

成大醫院配合臺南市政府加速COVID-19疫苗注射政策，15日加開追加劑莫德納

疫苗注射門診，全天有10200位民眾預約額滿。 

成大醫院不捨民眾清晨7點多在低溫中排隊等候，即提前在早上7點50分開打，由

於動線分區分流規劃良好、落實環境清潔消毒，並有現場鋼琴演奏，上午8點15分

後，已預約民眾到院皆不需等候，立即可接種疫苗。截至中午12點，已超過4300

位民眾完成接種，因為整體流程順暢且效率高，大輻縮短等待接種疫苗時間，民

眾紛紛大聲喊讚及感謝成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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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表示，除了感謝醫療團隊、志工、第五分局員警及台南市政府衛生局

外，15日是藥師節，藥劑部主任親自帶領藥師們皆堅守的崗位出勤，為民眾抽取

正確的疫苗接種劑量為用藥安全把關，持續守護民眾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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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稿人：邱仁武 | 修改新聞稿  

成大醫院加開追加劑莫德納疫苗注射門診全天有10200位民眾預約
額滿

         
  

      
【記者邱仁武／台南報導】本土疫情持續升溫，南台灣民眾繃緊神經，紛紛搶打第3劑疫
苗，成大醫院配合臺南市政府加速COVID-19疫苗注射政策，今(15)日加開追加劑莫德納
疫苗注射門診，全天有10200位民眾預約額滿，許多台南民眾大大稱讚成大醫院─「有你
們真好」。 
 成大醫院今天一大早，為了不捨民眾清晨7點多在低溫中排隊等候，即提前在早上7點50
分開打，由於動線分區分流規劃良好、落實環境清潔消毒，並有現場鋼琴演奏，上午8點1
5分後，已預約民眾到院皆不需等候，立即可接種疫苗。截至中午12點，已超過4300位民
眾完成接種，因為整體流程順暢且效率高，大輻縮短等待接種疫苗時間，民眾紛紛大聲喊
讚及感謝成大醫院。 
 成大醫院表示，除了感謝醫療團隊、志工、第五分局員警及台南市政府衛生局外，今天是
藥師節，藥劑部主任親自帶領藥師們皆堅守的崗位出勤，為民眾抽取正確的疫苗接種劑量
為用藥安全把關，持續守護民眾的健康，在此祝福每位藥師都身體健康，藥師節快樂！ 
 去年成大醫院已有一天施打10080人次的疫苗經驗，今日預約的民眾如果皆能如期報到施
打，即可打破去年最高的施打人次，再創高峰。 
 成大醫院表示，年滿18歲以上、已完整接種2劑新冠肺炎疫苗，距第2劑接種滿12週者皆
符合追加劑接種資格，在醫院往後開設的追加劑疫苗預約門診，已預約掛號民眾即可攜帶
健保卡及接種紀錄黃卡依時間前往施打。 
 

https://tnews.cc/06/Modifyall.asp
https://tnews.cc/06/ADOShowBigPhoto.asp?file=20220115163905941.jpg
https://tnews.cc/06/ADOShowBigPhoto.asp?file=20220115163907591.jpg
https://tnews.cc/06/ADOShowBigPhoto.asp?file=20220115163908160.jpg
https://tnews.cc/06/ADOShowBigPhoto.asp?file=20220115163910813.jpg
https://tnews.cc/06/ADOShowBigPhoto.asp?file=20220115163911887.jpg
https://tnews.cc/06/ADOShowBigPhoto.asp?file=20220115163912453.jpg
https://tnews.cc/06/ADOShowBigPhoto.asp?file=20220115163913589.jpg
https://tnews.cc/06/ADOShowBigPhoto.asp?file=20220115163914289.jpg
https://tnews.cc/06/ADOShowBigPhoto.asp?file=20220115163916506.jpg


2022/1/17 上午10:18 成大醫院加開追加劑莫德納疫苗注射門診全天有10200位民眾預約額滿 (台南新聞網-大台灣新聞網)

https://tnews.cc/06/NewsCell252559.htm 2/8

 

 

https://tnews.cc/06/ADOShowBigPhoto_New.asp?file=../___/20220115163905941.jpg


2022/1/17 上午10:18 成大醫院加開追加劑莫德納疫苗注射門診全天有10200位民眾預約額滿 (台南新聞網-大台灣新聞網)

https://tnews.cc/06/NewsCell252559.htm 3/8

 

 

https://tnews.cc/06/ADOShowBigPhoto_New.asp?file=../___/20220115163907591.jpg


2022/1/17 上午10:18 成大醫院加開追加劑莫德納疫苗注射門診全天有10200位民眾預約額滿 (台南新聞網-大台灣新聞網)

https://tnews.cc/06/NewsCell252559.htm 4/8

 

 

https://tnews.cc/06/ADOShowBigPhoto_New.asp?file=../___/20220115163908160.jpg


2022/1/17 上午10:18 成大醫院加開追加劑莫德納疫苗注射門診全天有10200位民眾預約額滿 (台南新聞網-大台灣新聞網)

https://tnews.cc/06/NewsCell252559.htm 5/8

 

 
 

 

https://tnews.cc/06/ADOShowBigPhoto_New.asp?file=../___/20220115163910813.jpg
https://tnews.cc/06/ADOShowBigPhoto_New.asp?file=../___/20220115163911887.jpg


2022/1/17 上午10:18 成大醫院加開追加劑莫德納疫苗注射門診全天有10200位民眾預約額滿 (台南新聞網-大台灣新聞網)

https://tnews.cc/06/NewsCell252559.htm 6/8

 

 
 

 

https://tnews.cc/06/ADOShowBigPhoto_New.asp?file=../___/20220115163912453.jpg
https://tnews.cc/06/ADOShowBigPhoto_New.asp?file=../___/20220115163913589.jpg


2022/1/17 上午10:18 成大醫院加開追加劑莫德納疫苗注射門診全天有10200位民眾預約額滿 (台南新聞網-大台灣新聞網)

https://tnews.cc/06/NewsCell252559.htm 7/8

 

 
 

 
 

https://tnews.cc/06/ADOShowBigPhoto_New.asp?file=../___/20220115163914289.jpg
https://tnews.cc/06/ADOShowBigPhoto_New.asp?file=../___/20220115163916506.jpg


2022/1/17 上午9:27 觀傳媒 (雲嘉南新聞) 萬餘民眾搶打第三劑　成醫施打規劃完善受稱許

https://www.watchmedia01.com/anews-20220116014556.html 1/2

萬餘民眾搶打第三劑　成醫施打規劃完善受稱許

  2022-01-15 17:45:56  記者 陳聖璋 / 台南報導

（台南新聞）【記者陳聖璋／台南報導】隨著本土疫情持續升溫，南台灣民眾繃緊神經，紛紛搶打第三劑疫苗，
成大醫院配合台南市政府加速COVID-19疫苗注射政策，15日加開追加劑莫德納疫苗注射門診，全天計有10200位
民眾預約額滿。

成大醫院不捨民眾清晨7點多在低溫中排隊等候，遂於早上7點50分提前開打，由於動線分區分流規劃良好、落實
環境清潔消毒，並有現場鋼琴演奏，上午8點15分後，已預約民眾到院皆不需等候，立即可接種疫苗。截至中午
12點，已有超過4300位民眾完成接種。

 

▲成醫分流規劃完善，排隊民眾不需久候。 
（圖／成大醫院提供）

整體流程順暢且效率高，大輻縮短等待接種疫苗時間，民眾紛紛大聲喊讚並感謝成大醫院。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
表示，除了感謝醫療團隊、志工、第五分局員警及台南市衛生局外，今天是藥師節，藥劑部主任親自帶領藥師們
堅守崗位出勤，為民眾抽取正確的疫苗接種劑量，為用藥安全把關，持續守護民眾的健康，在此祝福每位藥師身
體健康，藥師節快樂。

去（110）年成大醫院已有一天施打10080人次的疫苗經驗，今日預約民眾若皆能如期報到施打，即可打破去年施
打人次最高紀錄，再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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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們堅守崗位，藥師節這天為民眾疫苗接種安全把關。 
（圖／成大醫院提供）

成大醫院指出，年滿18歲以上、已完整接種2劑新冠肺炎疫苗，距第2劑接種滿12週者皆符合追加劑接種資格，在
本院往後開設的追加劑疫苗預約門診，已預約掛號民眾，即可攜帶健保卡及接種紀錄黃卡依時間前往施打。

《觀傳媒》提醒您：防範新冠肺炎，應使用肥皂勤洗手，出門務必戴上口罩！如有發燒、咳嗽等不適症狀，請主
動通報，並撥打「1922」專線，或「0800-00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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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NCKU Hospital
administers nearly 10,000 booster
shots in a day
Patients praise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ospital for its efficiency,
consideration

By Stephanie Chiang, Taiwan News, Staff Writer
2022/01/17 11:09

TAIPEI (Taiwan News) — As Taiwan braces itself and rushes to administer booster shots

in response to COVID-19’s Omicron variant,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ospital (NCKUH) stepped up its efficiency and vaccinated nearly 10,000 people on

Saturday (Jan. 15).

According to the NCKUH, a total of 10,247 people registered for vaccination

appointments on Saturday. In order to streamline the process of vaccination, the NCKUH

pre-planned clear routes for patients to reduce the time needed from entering the

Tweet 分享 分享 讚 6

Patients lining up at the NCKUH for booster shots. (NCKU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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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 conducting health assessment, to vaccine administration to as little as 15

minutes.

“The hospital is fully prepared to take on new challenges in the age of COVID-19 and

protect civilians’ health from the frontline,” said the NCKUH in a statement.

ETToday reported that the hospital began admitting patients earlier than planned when it

saw a line forming to keep them from waiting in the cold. By 8:15 a.m., patients who pre-

registered for an appointment experienced no wait time.

Between 7:50 a.m. and 12 p.m., over 4,300 people had received their shots. Aside from

praising the clearly-planned routes and the environment’s cleanliness, patients also

enjoyed a live piano performance at the hospital.

In 2021, the NCKUH administered as many as 10,080 doses of vaccine in a day, a

record that may soon be broken as booster shot administration continues. Anyone above

the age of 18 who received a second dose of COVID vaccine at least 12 weeks prior is

eligible for a booster shot.

2021 saw jump i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report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20115/21698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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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reported short to no wait times when they arrived at the NCKUH for their

vaccine appointments. (NCKU photo)

 

Pharmacists prepare vaccines ahead of administration. (NCKU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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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n Chia-nan / Staff reporter   

NCKU, Tensor launch cubesat, satellite system
EXPERIMENTS IN SPACE: The university’s project aims to test new technology ahead of the
launch of larger satellites by the 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

Two Taiwanese space technology products developed b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and start-
up Tensor Tech Co were yesterday launched by a SpaceX Falcon 9 rocket from Florida in a joint mission.

The Transporter-3 mission launched at 10:25am on Thursday at Cape Canaveral Space Force Station in
Florida. The program put 105 small satellites into a sun-synchronous orbit at an altitude of 525km,
NASASpaceflight.com says.

Among them was a cubesat — a small research satellite — named Iris-A, developed by NCKU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rofessor Juang Jyh-ching (莊智清).

The Iris-A cubesat developed b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researchers and
launched by SpaceX’s Falcon 9 rocket yesterday is pictured in an undated photograph.

Photo courtesy of NCKU professor Juang Jyh-ching

Juang said that his team has received data transmitted by the cubesat via a ground station at the university’s
campus in Tainan’s Gueiren District (歸仁).

The cubesat consists of a camera developed by Liscotech System Co, a long-range receiver by Letscom
International Ltd, a GPS receiver by the 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 (NSPO) and a reference clock by
NCKU, according to Juang’s Space Lab Web site.

The GPS receiver in the cubesat is a miniaturized test model of what is to be used in NSPO Triton and
Formosat-8 satellites to be launched at later dates, Juang said.

The cubesat is tasked with demonstrating Internet of Things (IoT) technology, including communication
experiments using long-range delay tolerant network and Doppler compensation experiments, as well as
testing the camera’s imaging capability, he said.

Iris-A is the first of a cubesat series, with Iris-B and Iris-C set to be launched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or later,
Juang said.

The launch mission also involves a novel attitude determination and control system (ADCS) developed by
Tensor Tech, installed on Polish firm SatRevolution’s cubesat named Stork-1.

“This ADCS is actuated using a spherical motor with a rotor that can spin on multiple axes,” Tensor Tech
said in a statement.

Conventional ADCS systems use three motors on three axes to rotate a satellite to a desired position, while
Tensor Tech refined the functioning to one spherical motor to minimize the satellite’s weight, volume and
power consumption, it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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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k-1 was designed to last three years, although its lifespan would be affected by a number of factors, said
Tensor Tech cofounder and CEO Thomas Yen (顏伯勳).

The company is seeking clients in the US, Europe, Japan and India, and has discussed possible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with local universities, Yen said.

Most Taiwanese businesses in the space-tech supply chain serve as OEM suppliers or satellite component
producers, while the company aims to develop satellite subsystems or services to expand its market scope,
he said.

The company could face challenges if it attempts to install the system on larger satellites, industry experts
have said.

While the logic for controlling different satellites is the same, Tensor Tech will have to redesign the ADCS for
larger satellites, which is one of the company’s goals, Yen said.

Founded in 2019, Tensor Tech branched from the laboratory of NCKU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rofessor Hsieh
Min-fu (謝旻甫), Yen said, adding that local electronics firms are its main investors.

The company has six full-time employees and two part-time workers, said 21-year-old Yen, who suspended
his studies during his first year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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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KU touts diagnostic system in use worldwide

A pneumonia detection system developed b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researchers that can
be used for early diagnosis of COVID-19 has become widely used by medical professionals around the
world, the university said on Thursday.

MedCheX, an e-alert system that is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for automatically detecting pneumonia
from chest X-rays, was developed by a team featuring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hat was headed by professor Chiang Jung-hsien (蔣榮先).

The system was created to automatically detect and alert doctors more quickly of high-risk patients with
pneumonia and/or COVID-19, the university said.

Chiang Jung-hsien,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explains his team’s pneumonia
detection system MedCheX in an undated photograph.

Photo courtesy of NCKU via CNA

Ever since MedCheX was made available online, users from 61 countries have been using the system,
which is available via a dedicated Web site, Chiang said.

The team had even been approached by several multinational firms to acquire the technology and
commercialize MedCheX, he said.

However, the team decided to “donate” the system by allowing medical professionals around the world to
access the service free of charge, Chiang said.

This system can be especially beneficial for countries that do not have enough medical resources or
radiologists, the university said, adding that even in remote areas with a shortage of skilled doctors, the
system can quickly detect and help prevent the spread of COVID-19.

MedCheX can be used by hospitals or clinics anywhere, as long as there is an Internet connection, to assist
frontline doctors in diagnosing people who are infected, the school said.

The system was one of the winners of an online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the WHO in 2020 to seek
solutions for tackling challenges related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MedCheX was among the 89 projects selected out of 1,560 team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WHO’s “Build for
COVID-19 Global Online Hackathon” competition, the university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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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year, it was chosen by UNESCO’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one of the
top 100 projects solving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AI.

The Tainan-based university said it was the only Asian institution to be chosen among the top 100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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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敗癌王1／逾20年致死率稱冠是「它」　「AI偵測」不放過任何腫瘤

2022-01-15　06:00

記者：張雅淳

醫學中心一年的X光片平均約2000多萬張，但僅有10多名放射科醫師判讀，如果引進AI偵測，就能更精準找出異樣。（圖／123RF）

根據健保署統計，2020年零至一期肺癌病人，平均每人每年醫療費用約為10萬元，但第四期病人則

是近50萬元；早期患者的5年存活率可達8成，但第四期已低於1成。換言之，晚期的肺癌患者耗費

的醫療成本是早期的5倍，而存活率卻大幅降低。

前副總統陳建仁日前擔任「台灣肺癌存活率倍增倡議平台」召集人兼主席時表示，台灣肺癌罹患比

例居高不下，不只影響了國民的健康，更為健保體系帶來沉重壓力。

陳建仁舉例，從2018到2020年，全民健保十大癌症醫療支出，就以肺癌居首；十大癌症當中，肺癌

已悄悄躍身為「晚期發現比例最高」、「死亡率最高」以及「健保花費最高」等統計數據三冠王。

過往，你可能以為只有癮君子才須提防肺癌，但現在就算從未吸菸，也可能因為空汙等多重因素罹

患肺癌。目前，肺癌已位居國人十大癌症發生人數第2位，從1999年開始至今，一直蟬聯台灣癌症

死因榜首，至今已逾20年，主要原因就是確診時大多已是晚期，當癌細胞已經擴散時，存活率自然

就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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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委託成大健康數據中心建立胸腔X光的AI模型，預計2022年第一季可運用在偏鄉的醫療車上，幫助民眾及早篩檢肺癌。
（圖／報系資料庫）

由於胸腔X光只能發現1公分以上的腫瘤，因此不少人藉由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LDCT)偵測小於1公

分的肺結節，希望能篩檢出早期肺癌，但無論是X光片、或LDCT影像，張數眾多且皆需仰賴醫師經

驗，判讀耗時費力。

為及早發現肺癌，健保署與成功大學合作，利用AI來判讀健保資料庫中肺癌病患的胸腔X光影像，以

建構AI影像判讀模型，判斷肺結節是否為癌症病灶，目前模型敏感度已高達8成，健保署表示，判讀

模型於2022年第一季運用在嘉義東石的偏鄉行動醫療車。

負責研發模型的成大健康數據中心執行長蔣榮先表示，醫學中心每年拍攝X光片總計高達2000多萬

張，但僅有10多名放射科醫師進行判讀，藉由AI判讀癌症疑似病灶，一分鐘可以檢視一張X光片，大

幅節省人力與時間。

以2021年1至9月來說，全台胸腔X光就拍攝655萬張，蔣榮先指出，在醫師工作繁重的情況下，人工

一一判讀難免受限，以某醫院上傳的2張胸腔X光片為例，一開始醫師判讀認為正常，但不到一個月

內，進一步透過電腦斷層檢查發現是肺癌；然而使用AI確認時，第一時間就發現有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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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榮先說，AI模組可視為醫師的「捕手」，有點類似「快篩」的概念，先為醫師過濾與分流，也可

協助醫師判定近橫膈膜、肺門、肋骨或鎖骨後方、心臟後方、血管密集處等不易發現的結節，找出

肺癌高風險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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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醫院與雲象科技合作，以超過3000位患者的影像報告為基礎，打造出低劑量電腦斷層AI偵測系統。（圖／翻攝自雲象科技
臉書）



2022/1/17 上午9:59 擊敗癌王2／突破「低劑量電腦斷層」盲點　只要10分鐘！無創導航手術即知腫瘤良惡 | 生活 | CTWANT

https://www.ctwant.com/article/162730 5/6

健保署署長李伯璋認為，由AI判讀胸腔X光片，當發現有疑似病灶時，再進行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

如此可避免醫療資源的浪費。目前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也有AI偵測系統，國泰醫院與雲象科技合作

的肺結節偵測AI-低劑量電腦斷層掃瞄(LDCT)偵測系統，以超過3000例患者，總計逾45萬張的高解

析度影像，開發出高敏感度AI系統模型。

該偵測系統對於偵測6mm以上結節敏感度已達91.95%，且只要20秒就能產出偵測結果，目前正持

續累積資料庫中，希望能早日輔助醫師臨床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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