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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阿兜仔台語超溜！　YouTuber網紅「美
國阿勇」獲雙證照認證

▲成大台灣語文測驗中心主任蔣為文，頒發「美國阿勇」台語文認證。（圖／記者林悅翻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 2021 年秋季「全民台語認證」以及「白話字檢

定」，日前公布成績，其中美籍 YouTube網紅「美國阿勇」台語流利，獲台語認

證雙證照。

成大台灣語文測驗中心表示，由於教育部已採認成大台語能力證書為中小學老師

及支援人員的合格證明，這次報名人數較以往大幅增加，考生背景涵蓋各行各

業，其中不乏外籍人士報考。

近幾年在FB、YouTube 拍台語教學影片、大力推廣台語的YouTuber美國阿勇，

參加 2021 春季台語認證測驗，通過「全民台語認證」中高級（B2）以及「台語

白話字檢定」高級（C級），台語能力相當於台語教學人員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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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逐家甲我逗陣來學台語」！美國阿勇在 YouTube擁有3.62萬訂閱者，10 多

年前來台灣時，認為台語並不是那麼容易學習，但是自從接觸台語白話字後，認

為台語文簡單易學，能力快速增加，致力自製台語學習影片，分享學習台語的心

得。

成大台灣語文測驗中心表示，中心舉辦的台語認證考試已累積 10 年的考試經驗

且具有極高信度與效度，深受考生肯定。2022年春季的「全民台語認證」，預定

於4月底舉辦，敬請留意官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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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兜仔講台語超輪轉！「美國阿勇」取得雙認證

Youtuber美國阿勇（右）去年取得「全民台語認證」中高級（B2）及「台語白話字檢定」高級（C級），
左為成大台灣語文測驗中心主任蔣為文。 （成大台文中心提供）

2022/01/11 11:15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舉辦全民台語認證及白話字檢定10多年，

近年報考人數增加，且不乏外籍人士報考，拍攝台語教學影片、大力推廣台語的Youtuber美國阿勇，

去年取得「全民台語認證」中高級（B2）及「台語白話字檢定」高級（C級）。

成大台灣語文測驗中心表示，取得雙認證的美國阿勇，台語能力相當於台語教學人員的資格。

美國阿勇接受電話訪問時表示，參加台語認證主要是因為自己學習台語多年，想要試試看，「厝味厝

味」，但並沒有計劃要去當台語老師，會繼續在Youtube推廣，一方面除了因為透過網路有機會讓更

多人看見，另一方面他的影片不只教台語，同時也會討論社會及政治議題。

美國阿勇於2008年到台灣打工度假，之後更選擇留在台灣，原本學的是華語，約10年前搬到高雄之

後，開始覺得在台灣生活只有華語是不夠的，因而開始學習台語，但因台語的教材及資源少，找不到

適合的課本和老師，學習慢，與人聊天時常被說自己從課本上學來的語詞和真正對話時的台語不同，

5年前更認真投入學習，也讓阿勇決定自編一套教材。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1/11/3797035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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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阿勇說，現在的台語課本用華文學台語，頭腦會不清楚，他想編一套現代式的課本，現在的台灣

年輕人只要會看英語課本就看得懂，希望今年或明年完成編輯。

說得一口流利台語，且堅持要用台語訪問的美國阿勇，對於許多台灣人不會講台語，也提出一句呼籲

供台灣民眾反思，「你為什麼那麼認真學外國的東西，自己的東西都沒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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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兜仔網紅「美國阿勇」的台語有多好？

認證結果驚呆

2022-01-11 07:47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網紅「美國阿勇」的台語到底有多好？他最近參加

成大台灣語文測驗中心舉辦的台語認證與白話字檢

定， 分別取得中高級與高級的 成績， 中 心表示，

「這已經相當於台語教師的資格」，阿勇並分享一

美 國阿勇從成 大 台灣語文測驗中 心主任蔣為 文手上接下 台語文認證。圖／成

大 台語文 中 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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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來自美國的「阿兜仔」如何從無到有學習台語的

心得，鼓勵更多的人來學習這項優美的語言。

被暱稱為「阿勇仔」的他在YouTube上有許多教大

家說台語的影片，還有他與陳柏惟、林昶佐及演員

陳竹昇等人討論台語的內容，都有數萬人點閱，相

當受到歡迎。

他曾表示，自己大學畢業後，抱著到世界各地玩玩

走走的 心態， 2008 年 到了台灣，卻喜歡上這塊土

地 ，決定留下 來 ，因為對語言有興趣而關注到 台

語，卻發現學台語不像學華語有很多資源，既沒有

學校、相關書籍也很少，甚且在台灣講台語有一種

被歧視的感覺，讓他覺得疑惑，「台語不是台灣人

的語言嗎？不是應該讓台灣人覺得驕傲嗎？怎麼會

受到歧視？」，激起他學習的動力，並決定要在網

路上做節目教大家說台語。

成 大 台灣語文測驗中 心表示，阿勇在去年參與檢

定，通過「全民台語認證」中高級（B2）以及「台

語白話字檢定」高級（C級），台語能力相當於台語

教學人員的資格。

中心表示，美國阿勇10多年前來台灣時，認為台語

並不 是那麼容易學習，但是 自從接觸台語白話字

後，認為台語文簡單易學，能力快速增加，鼓勵大

家也可以從白話字學習台語。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AA%9E%E8%A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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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秋季全民台語認證成績公布 美國阿勇（右）獲台語認證雙證照。圖／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
測驗中心提供

秋季全民台語認證成績公布 美國阿勇獲台語認證雙證
照
文化中心／綜合報導 2022-01-10 18:08

成大台灣語文測驗中心舉辦的2021年秋季「全民台語認證」以及「白話字檢
定」，原定2022年1月13日公布成績，成績提早於2021年12月30日公布。成
大台語能力證書受教育部認定為中小學老師及支援人員之合格證明，使得本次

報名人數較以往大幅增加，考生背景涵蓋各行各業，其中不乏外籍人士報考。

近幾年在FB、Youtube 拍台語教學影片、大力
推廣台語的Youtuber美國阿勇，曾參加2021春季台語認證測驗，通過「全民
台語認證」中高級（B2）以及「台語白話字檢定」高級（C級），台語能力相
當於台語教學人員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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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阿勇十多年前來台灣時，認為台語並不容易學習，但是自從接觸台語白話

字後，發現台語文簡單易學，台語文能力快速增加。他也自製台語學習影片po
上網，分享他學習台語的心得。

成大台灣語文測驗中心表示，他們舉辦台語認證考試已累積十年的經驗，且具
有極高信度與效度，也深受考生肯定，歡迎台語文認證有興趣的民眾參考，

2022年春季的「全民台語認證」，預定於4月底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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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1日

打趴台灣人！阿兜仔自學台語拍片教學 網狂讚：講得比我
好

setn.com/News.aspx

2022/01/11 11:16:00

記者王宣晴／台南報導

▲美國阿勇（右）熱愛台灣，自學台語通過台語檢定。（圖／成功大學提供）

網紅美國阿勇自學台語，還拍影片教學文法，他日前參加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 舉辦
的「全民台語認證」以及「白話字檢定」，通過中高級及高級檢定，取得台語雙證照，台
語能力相當於教學人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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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勇曾在用台語自我介紹的影片中提到，他大學畢業後，到世界各地旅遊，希望能了解這
世界，2008年到了台灣教英文打工旅遊，一待就是好幾年，也決定定居台灣生活，因為平
時常聽到台語，但都聽不懂，成為學習台語的契機。

阿勇說，學台語時發現資源很少，幾乎沒有相關課程跟書籍可以參考，後來發現原來在日
治時期、國民黨早期都有政策禁止台語，讓台語在台灣有被歧視的感覺，他認為擁有本土
語言應該是相當值得驕傲的，不該因為說台語被認為丟臉，甚至被歧視，下定決心學好台
語。

阿勇表示，希望自己學會台語後，也能幫助其他想學台語的人，因此拍攝台語教學影片，
成立「阿勇台語」頻道大力推廣，分享自己學習台語的過程，盼能減少台灣對台語或外國
人的歧視，讓不少網友讚賞留言：「太了不起了！」、「唯一聽過講台語跟台灣人無差的
外國人」、「已經比大部分台灣人厲害」、「單用聽的會以為是台灣人在說話」、「真的
很愛台語和台灣」。

成大台灣語文測驗中心表示，由於教育部採認成大台語能力證書為中小學老師及支援人員
的合格證明，本次測驗各行各業、外籍人士都前來報考，其中美國人阿勇通過「全民台語
認證」中高級以及「白話字檢定」高級測驗，一口氣取得台語雙證照，台語能力等同於台
語教學人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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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新生物學 成大生命科學系締新猷

本文共1708字

成功大學 機械系 生技 人才 蔡英文 生物製劑 醫學院 競爭力

生物科 中研院

2022/01/10 22:07:27

經濟日報 張傑

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下，讓生物製劑科技再次成為全球競相投入研究開發的熱門領

域，儼然成為世界各國熱烈爭搶的21世紀明星產業，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近幾年，不僅

在學術領域表現亮眼，不僅多位教授及系友獲頒傑出研究獎項，在國內生科相關的學術

領域上，都可看見其傑出研究表彰。

成功大學生命科學與科技學院院長簡伯武講座教授表示，成大生科院教學研究範圍相當

多元，以生物科學為基礎結合醫學、理學、工學及電資學院相關系所進行跨領域合作，

並與鄰近之「中研院南部生物技術中心」、「南部科學園區」及「世界蔬菜中心」於實

務教學前瞻研究上的相互合作，建構成具有國際競爭力與特色的跨領域研究型學院，並

透過教育部協助本院延攬之國際級玉山學者高木優教授，提升成功

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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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科院的國際競爭力，邁向世界頂尖大學行列。

以日前所頒發的第31屆王民寧獎來說，其主旨主要拔擢國內學術研究對醫藥科技發展、

國民健康和國家社會有傑出貢獻的學者，成大生物學系77級畢業校友吳漢忠教授，就以

致力研究癌症及傳染病新療法研究，所發展出噬菌體顯現法與微脂體技術，組合成新一

代標靶藥物傳輸系統，獲藥學類傑出貢獻獎殊榮。

吳漢忠教授不僅是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也是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生醫轉譯研究中心主任，更是成

大生物學系77級畢業校友。 成大生科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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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漢忠教授不僅是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也是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生醫轉譯研究中心主

任，吳漢忠教授在生技領域，至今已發表超過110篇國際期刊論文並擁有72項專利，20

項技術包含68項專利成功授權生技公司、7項技術正進行臨床試驗或已上市銷售、7項專

利正進行前臨床試驗，卓越的研究成果，在中研院有「技轉王」的美名，並在2020年獲

選為「美國國家發明家學院」院士，

此次獲獎，更捐贈一筆創新轉譯發展基金回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就是希望培育更多

相關研究人才，能為未來轉譯科學貢獻心力。

而現任成大基礎醫學所所長蔡少正講座教授，也是生命科學系75級校友，其主要致力研

究生殖生理學、內分泌學、分子生物學，長期專注於子宮內膜異位症的研究，並積極推

動亞洲國家對於子宮內膜異位症的認知及重視。

蔡少正講座教授的研究成果，更被美國生殖研究學會（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roduction, SSR）遴選為2020年富勒‧貝澤爾國際傑出科學家獎（Fuller W. Bazer

教育部第65屆學術獎公佈獲獎名單中，成大基礎醫學所所長蔡少正講座教授也是榜上有名。 成大

基礎醫學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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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R International Scientist Award）的唯一得主，在2021年教育部第65屆學術獎公佈

獲獎名單中，蔡少正講座教授也是榜上有名。

而談及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發展，不得不談生命科學系背後重要推手-成大前校長夏漢

民，「務實、敬業的態度；日以繼夜、不眠不休的精神；良好的整合作業」一直是夏漢

民校長堅持的治校原則，然而夏漢民校長於今年6月辭世，享耆壽90歲，總統蔡英文更

明令褒揚夏漢民校長，以表彰其奠定成大發展基礎的付出和貢獻。

夏漢民校長自成大機械系畢業後留學美國，回台擔任成大機械系客座教授、成大工程科

學系主任，並從1980年8月起接任國立成功大學校長，接任後即戮力推動長遠的大學發

展計畫，從1980年至1988年在任八年間，將原先以工學院為主的成大，擴展至完整的綜

合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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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政績包括增設礦冶材料科學、航空太空工程、水利及海洋工程、環境工程研究所

博士班、生物系、學士後醫學系等14個新單位，且增購超過36.6公頃的成大校地，奠基

談及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發展，不得不談生命科學系背後重要推手-已故成大前校長夏漢民教授，

其卓越貢獻更獲頒總統褒揚令。 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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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自強、敬業、力行、歸仁校區，其中，包含醫學院和附設醫院的醫學中心（1984-

1988）亦是當年國家十四項重大建設之一。

成大生命科學系前身即為生物系，夏漢民校長為籌設成大醫學院所需的基礎生物學科教

師資源所設立，隨著科技進展，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主任黃浩仁特聘教授指出，21世紀

的新生物學，是朝向解決人類目前面對任何生命科學相關社會議題的科學，因此，成大

生科系的未來是朝著以轉譯科學及大數據基因體為基礎，提供增進人類健康、穩定糧食

供應及生態環境的復甦三大方向發展。

且跨領域能力在生命科學也愈來愈受到重視，而傳統培養專業技能的教育已顯不足，因

應目前產業環境需求，成大生科系為了訓練未來生命科學專業人才，培育跨領域專業技

能，透過強調實作的探究式學習法，引導學生具設計與執行能力並投入專題研究，更能

朝向國際化及與業界應用接軌兩大核心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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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響汽笛慶賀　成大博物館4大特展開展

▲成大博物館正式鳴笛開幕4大聯展，歡迎歡迎校內師生、校外民眾一齊入館欣賞成大跨領域

學術成果。（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虎年迎新春，就來成大博物館！「城東有成」、「大船出港：造船與港灣工程—

工程教育史系列展IV」、「疫苗邊界—疫苗科學展」、「鯤首之城：17世紀荷治

福爾摩沙的熱蘭遮堡壘與市鎮」四大特展廣納人文、史地、工程、醫療、社科等

領域，內容豐富，歡迎校內師生、校外民眾一齊入館欣賞成大跨領域學術成果。

成大博物館正式開幕4大聯展，特別安排船用汽笛鳴響儀式，呼應大船出港特展。

此汽笛是1972年由日本公司Tokyo Siren Co., Ltd.製作，後來在高雄拆船廠拆卸

的退役船用汽笛零件，同類型船用汽笛普遍出現在中型船艦上，每當新船下水或

出港啟航時，就會鳴響。隨著鳴笛聲響徹天際，4個特展也有如大船即將出港，帶

領師生民眾航向更遠大的未來。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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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透過大家共同溝通與建構的過程中，找到可以相互支持信

賴與持續堅持的價值，世代之間也會因為這個價值，不論何時何地都能用堅信的

理念努力下去。「就算有形貌或組織上的改變，90年來我們從來沒有離開文化本

質。」對於成大人在各場域都能持續學習、發展，蘇校長發自內心表達感動與感

激，並期許在共同擁有的90年望向百年，「每一個人的參與，都能轉化為成大、

台南，甚或是整個國家、整個世界有意義的一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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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博物館館長吳秉聲向參與4大特展的成大策展團隊、提供協助的老師們以及博

物館同仁一一致謝。他指出，成大博物館一直致力於提供校內師生跨域合作的平

台，而在這4個特展中，即具體展現了這樣的精神，博物館未來也將努力盡到這項

使命。

「城東有成」特展結合成大博物館、創產所與文學院之力，回顧成大與府城的長

久互動與緊密連結，爬梳這片土地的歷史脈絡，整理成大與台南的文化資產、史

料研究、地方開發、課程踏查等內容。此外，展間中央矗立壯闊氣派的大木作，

呈現在地寺廟元素，讓觀眾能近距離一睹傳統工藝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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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出港：造船與港灣工程－工程教育史系列展IV」為成大博物館工程教育史

系列展的第4檔，以「港埠」及「船舶」為標的，回顧成大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與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的歷史沿革以及畢業師生在好灣相關領域的貢獻，也能

看到好灣港埠工程與產業技術的演變。其中展出了1996年好灣第一艘自行設計的

16.5萬噸級散裝貨輪海盛號的同型輪「海豐號」的設計藍圖放大版，其中即有成

大校友的參與，呈現能源轉型與國艦國造的國家政策下，成大在人才培育與知識

產出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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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邊界-疫苗科學展」從疫苗的發展背景、科學知識與製造原理、社會倫理議

題、以及疫苗與你我之間的關係等面向建構大眾對疫苗的認知。策展團隊與成大

傷口修復中心的醫師合作，引入心理學的理論根據，在展間裡懸掛自我對話般的

文字雲，除了讓參觀者了解疫苗與社會各面向息息相關，也能反思自身在面對施

打疫苗的心理變化。策展團隊期許透過「疫苗」與「邊界」的思考，以成大的學

術成果回應多變世界，也在凝聚跟劃分的過程中不過度傷害他者，共同面對當代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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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鯤首之城：17世紀荷治福爾摩沙的熱蘭遮堡壘與市鎮」呼應熱蘭遮城即將建城

滿400年，展出成大建築系師生花費5年心血所呈現的17世紀中期熱蘭遮城堡壘建

築重建研究，剖析堡壘營造工法，並以不同階段的建築圖像說明變化歷程，也介

紹荷蘭軍事工程規劃家，並考察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所記載的文獻裡對市鎮規

劃、堡壘建築的描寫，走入展間有如穿越時空，重新認識身處的這片土地。

成大博物館特展資訊：「城東有成」展期自2021年11月2日至2022年6月30日；

「大船出港：造船與港灣工程－工程教育史系列展IV」展期自2021年11月11日至

2022年4月30日；「疫苗邊界-疫苗科學展」展期自2021年11月23日起；「鯤首

之城：17世紀荷治福爾摩沙的熱蘭遮堡壘與市鎮」展期2021年11月29日 至 2022

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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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東北扶輪社捐贈成大醫院老年醫學周全性評估及
介入實作數位課程大合照。

成功長照 扶輪無距 台南東北扶輪社捐贈成大醫院老年醫學
周全性評估及介入實作數位課程

／

2022/1/11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曾於108

年與成大醫院合作製作高齡照護基礎

數位課程的台南東北扶輪社與國際扶

輪3470（台灣）、3670（韓國）地

區、泰國曼谷挽那扶輪社，1月10日再

度共同捐贈成大醫院「老年醫學周全

性評估及介入實作」數位課程，未來

將於成功大學數位學習平台Nlearning

供國內專業人員選修，以培養更多高

齡專業人才，造福更多高齡長者。
 

　成大醫院沈孟儒院長代表接受台南東北扶輪社與國際扶輪3470（台灣）、3670

（韓國）地區、泰國曼谷挽那扶輪社的共同捐贈。
 

　行政院核定由成大醫院成立的台灣第一家老人醫院正在興建中，對於未來的高齡

社會，有賴更完整多元的訓練，培養更多高齡專業人才，造福更多高齡長者。而成

大醫院高齡醫護團隊在照護特色及教育發展上已有相當的成果，亦培訓許多院內外

的優秀人員。
 

　108年雙方合作製作的高齡照護基礎數位課程，提供國內醫護人員免費學習，也將

課程翻譯為英文版、泰文版，並輸出至國外。本次捐贈的老年醫學周全性評估及介

入實作數位課程，為高齡照護數位課程的延伸，將由成大數位課程團隊及成醫高齡

醫護團隊再度攜手合作，將老年醫學周全性評估概念與臨床實作內容，製作成40小

時的數位學習課程，完成後將於成大數位學習平台Nlearning，提供國內專業人員選

修。
 

　在後疫情時代，數位課程已然成為醫學教育的潮流趨勢；因此，成大於110年設立

數位學習自有品牌Nlearning，期待民間社團、學校與醫院共同努力，打造更多醫護

實用精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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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東北扶輪捐贈成醫老年醫學周全性評估等實作數位課程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曾於108年與成大醫院合作製作高齡照護基礎數位課程

的台南東北扶輪社與國際扶輪3470(臺灣)、3670(韓國)地區、泰國曼谷挽那扶輪社，1

月10日再度共同捐贈成大醫院「老年醫學周全性評估及介入實作」數位課程，未來將

於成功大學數位學習平台Nlearning供國內專業人員選修，以培養更多高齡專業人才，

造福更多高齡長者。

成大醫院沈孟儒院長代表接受台南東北扶輪社與國際扶輪3470(臺灣)、3670(韓國)地

區、泰國曼谷挽那扶輪社的共同捐贈。

行政院核定由成大醫院成立的臺灣第一家老人醫院正在興建中，對於未來高齡社會，

有賴更完整多元訓練，培養更多高齡專業人才，造福更多高齡長者；而成大醫院高齡

醫護團隊在照護特色及教育發展上已有相當的成果，亦培訓許多院內外優秀人員。

108年雙方合作製作高齡照護基礎數位課程，提供國內醫護人員免費學習，也將課程翻

譯為英文版、泰文版，並輸出至國外；本次捐贈老年醫學周全性評估及介入實作數位

勁報 2022/01/10 12:04(23小時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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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為高齡照護數位課程延伸，將由成大數位課程團隊及成醫高齡醫護團隊再度攜

手合作，將老年醫學周全性評估概念與臨床實作內容，製作成40小時數位學習課程，

完成後將於成大數位學習平台Nlearning，提供國內專業人員選修。

在後疫情時代，數位課程已然成為醫學教育的潮流趨勢；因此，成大於110年設立數位

學習自有品牌Nlearning，期待民間社團、學校與醫院共同努力，打造更多醫護實用精

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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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東北扶輪社捐贈成醫　老年醫學周全性評估及介

入實作數位課程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2-01-10 21:26

108年與成大醫院合作製作高齡照護基礎數位課程的台南東北扶輪社與國際扶輪

3470（台灣）、3670（韓國）地區、泰國曼谷挽那扶輪社，1/10再度共同捐贈成

大醫院「老年醫學周全性評估及介入實作」數位課程，未來將於成功大學數位學

習平台Nlearning供國內專業人員選修，以培養更多高齡專業人才，造福更多高齡

長者，由成大醫院沈孟儒院長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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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核定由成大醫院成立的台灣第一家老人醫院正在興建中，對於未來的高齡

社會，有賴更完整多元的訓練，培養更多高齡專業人才，造福更多高齡長者。而

成大醫院高齡醫護團隊在照護特色及教育發展上已有相當的成果，亦培訓許多院

內外的優秀人員。

108年雙方合作製作的高齡照護基礎數位課程，提供國內醫護人員免費學習，也將

課程翻譯為英文版、泰文版，並輸出至國外。

本次捐贈的老年醫學周全性評估及介入實作數位課程，為高齡照護數位課程的延

伸，將由成大數位課程團隊及成醫高齡醫護團隊再度攜手合作，將老年醫學周全

性評估概念與臨床實作內容，製作成40小時的數位學習課程，完成後將於成大數

位學習平台Nlearning，提供國內專業人員選修。

在後疫情時代，數位課程已然成為醫學教育的潮流趨勢；因此，成大於110年設立

數位學習自有品牌Nlearning，期待民間社團、學校與醫院共同努力，打造更多醫

護實用精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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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即時

長照無距　成醫獲高齡照護延伸數位課程

11 秒 前發布

成大醫院「老年醫學周全性評估及介入實作」數位課程。（圖：陳婉玲攝）

為進入超高齡社會超前部署，台南東北扶輪社與國際扶輪3470（台灣）、3670（韓國）地區、泰國曼谷挽那扶輪社，今

（10）日再度捐贈「老年醫學周全性評估及介入實作」數位課程予成大醫院，由院長沈孟儒代表接受，未來將於成功大

學數位學習平台Nlearning供國內專業人員選修。

雙方曾於108年首次合作，製作高齡照護基礎數位課程，提供國內醫護人員免費學習，課程甚至翻譯為英文版、泰文版

輸出國外，此次捐贈的老年醫學周全性評估及介入實作數位課程，為高齡照護數位課程的延伸，將由成大數位課程團隊

及成醫高齡醫護團隊再度攜手合作，將老年醫學周全性評估概念與臨床實作內容，製作成40小時的數位學習課程。

成大醫院獲行政院核定成立台灣第一家老人醫院正在興建中，對於未來的高齡社會，有賴更完整多元的訓練，培養更多

高齡專業人才，後疫情時代，數位課程已然成為醫學教育的潮流趨勢，為打造更多醫護實用精緻課程，成大於110年設

立數位學習自有品牌Nlearning，「老年醫學周全性評估及介入實作」數位課程完成後，將置放於學習平台，提供國內專

業人員選修，以培養更多高齡專業人才，造福更多高齡長者。（陳婉玲報導）

https://bccnews.com.tw/archives/category/c-12
https://bccnews.com.tw/archives/category/z2
https://bccnews.com.tw/wp-content/uploads/2022/01/cwl_220110_1630-e164180099945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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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自己的興趣也能上頂大 大甲高中特殊選才成績亮眼

大甲高中高三生洪宇宸（右）及彭安朵（左），專注個人興趣，透過大學特殊選才管道以優異表現分別錄
取成功大學化學系、中興大學化學系及中興大學數學系。（記者歐素美攝）

2022/01/10 13:09

〔記者歐素美／台中報導〕大甲高中高三生洪宇宸及彭安朵，參加大學特殊選才以優異表現分別錄取

成功大學化學系、中興大學化學系及中興大學數學系，雙雙進入頂尖大學，大甲高中在特殊選才的升

學管道成績亮眼！洪宇宸參加教育部辦理的109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綠色化學創意競賽榮獲金牌，彭安

朵參加109學年度臺中市科展榮獲數學科佳作，兩位學生專注個人興趣，在學科領域深度學習，參加

相關競賽得獎，為自己打造進入頂尖大學的鑰匙。

大甲高中表示，校方在高一新生入學即會提供選課輔導手冊，並說明各學程在高中三年的課程規劃，

讓學生依據自己的興趣專長選讀相關課程。洪宇宸喜歡自然學程，並對化學有濃濃的興趣，高一參加

自然科學研究社，以自在趣味動手做的方式學習化學，加深對化學學習的志趣，高二時因學校提供的

課程地圖有開設探索化學、化學議題探究及化學專題實作等多元課程，藉由這些課程的選讀更加深化

化學學科的素養，並有機會參加全國性的綠色化學創意競賽及台中市科展奪得佳績，以化學領域的優

異表現申請特殊選才錄取成功大學化學系及中興大學化學系。

彭安朵則是從國中起就對數學有很大的興趣，高中後參考學校課程地圖規劃的多元選修課程，從高一

的數理幾何玩彩墨，高二的生活數學與數學軟體，到數學議題探究與數學專題實作，透過這些數學領

域多元課程深化自己的數學素養；同時積極參加數學競賽，在解題與思考中，享受學習數學的樂趣，

並利用課餘時間參加台中市科展獲得數學科佳作，高三參加校內數理競賽，並獲得第一名，代表學校

參加中投區數理競賽複賽，更堅定往數學領域發展發展的信念，經由特殊選才管道錄取中興大學數學

系。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1/10/3796011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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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高中校長蕭建華表示，新課綱的精神強調教學是以學生為主體，學校非常重視學生自我探索及深

化學習的需求，學校課程的規劃是以對應大學學群為方向，建立對應大學學群的課程地圖提供學生選

課的參考，學生則是依個人的志趣及專長規劃學習地圖，透過課程諮詢教師的輔導選讀相關課程以提

升專業能力，深化有興趣學科的知識、情意與技能，證明自己就是大學校系所需要的人才，專注自己

的興趣也能上頂大，兩位同學是最佳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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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高中高三生洪宇宸及彭安朵參加大學特殊選才，錄取成功大學化學系、中興大學化學系及中

興大學數學系。（陳淑娥攝）

大甲高中生專注興趣 特殊選才上頂大
中時 陳淑娥13:13 2022/01/10

社區高中也能出頭天！台中市大甲高中高三生洪宇宸及彭安朵，兩人參加大學特殊選才，以優異

表現分別錄取成功大學化學系、中興大學化學系及中興大學數學系，兩位學生全心全意投入喜愛

學科領域，為自己打造一把進入頂尖大學的鑰匙。

大甲高中指出，學校在高一新生入學時會提供選課輔導手冊，並說明各學程在高中三年的課程規

劃，讓學生可依據自己的興趣專長選讀相關課程。

洪宇宸喜歡自然學程並對化學有濃厚興趣，高一參加自然科學研究社，以自在趣味動手做方式學

習化學，加深對化學學習的志趣，高二時因學校提供的課程地圖有開設探索化學、化學議題探究

及化學專題實作等多元課程，藉由這些課程的選讀更加深化化學學科的素養，並參加全國性綠色

化學創意競賽及台中市科展奪得佳績，以化學領域的優異表現申請特殊選才，錄取成大化學系及

興大化學系。

彭安朵從國中開始就對數學有很大的興趣，進到大甲高中後參考學校課程地圖規劃多元選修課

程，從高一數理幾何玩彩墨，高二生活數學與數學軟體，到數學議題探究與數學專題實作，透過

這些數學領域多元課程深化自己的數學素養；同時積極參加數學競賽，並利用課餘參加台中市科

展獲得數學科佳作，高三參加校內數理競賽獲校內第一名，代表學校參加中投區數理競賽複賽，

更堅定往數學領域發展發展的信念，經由特殊選才管道錄取中興大學數學系。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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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高中校長蕭建華表示，新課綱精神強調教學是以學生為主體，學校非常重視學生自我探索及

深化學習的需求，學校課程的規劃是以對應大學學群為方向，建立對應大學學群的課程地圖提供

學生選課的參考，學生則是依個人的志趣及專長規劃學習地圖，透過課程諮詢教師的輔導選讀相

關課程以提升專業能力，深化有興趣學科的知識、情意與技能，證明自己就是大學校系所需要的

人才，專注自己的興趣也能上頂大，兩位同學是最佳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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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高中特殊選才成績佳 二學生專注興趣

學習升學亮眼

2022-01-10 13:00  聯合報  / 記者游振昇／台中即時報導

台中市大甲高中高三學生洪宇宸及彭安朵參加111

學年度大學特殊選才，以優異表現分別錄取成功大

學化學系、中興大學化學系及中興大學數學系，進

大甲高中高三學生洪宇宸及彭安朵，參加1 1 1學年度大學特殊選才，優異表

現分別錄取成功大學化學系、 中興大學化學系及中興大學數學系。圖／大甲

高中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1MTg=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4%B8%AD%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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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1 下午3:03 大甲高中特殊選才成績佳 二學生專注興趣學習升學亮眼 | 中小學 | 文教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6898/6022376 2/9

入頂尖大學，大甲高中在特殊選才的升學管道成績

亮眼。

洪宇宸參加教育部辦理的109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綠

色化學創意競賽榮獲金牌，彭安朵參加109學年度

台中市科展榮獲數學科佳作，兩位學生專注在自己

的興趣，全心投入自己喜愛的學科領域深度學習，

參加相關的競賽。

大甲高中在高一新生入學時會提供選課輔導手冊，

說明各學程在高中三年的課程規劃，讓學生可依據

自己的興趣專長選讀相關課程，洪宇宸喜歡自然學

程並對化學有濃厚興趣，高一參加自然科學研究

社，以自在趣味動手做的方式學習化學，加深對化

學學習的志趣，高二時因學校提供的課程地圖有開

設探索化學、化學議題探究及化學專題實作等多元

課程，參加全國性的綠色化學創意競賽及台中市科

展奪得佳績， 以化學領域的優異表現申請特殊選

才，錄取成功大學化學系及中興大學化學系。

彭安朵從國中開始就對數學有很大興趣，進到大甲

高中後參考學校課程地圖規劃的多元選修課程，從

高一的數理幾何玩彩墨，高二的生活數學與數學軟

體，到數學議題探究與數學專題實作，透過這些數

學領域多元課程深化自己的數學素養，她課餘時間

參加台中市科展獲得數學科佳作，高三參加校內數

理競賽，獲得校內第一名，代表學校參加中投區數

理競賽複賽，更堅定往數學領域發展發展的信念，

經由特殊選才管道錄取中興大學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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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高中校長蕭建華表示，很感謝師長們對同學的

用 心指導， 新課綱的精神強調教學是 以學生 為主

體，學校非常重視學生 自 我探索及深化學習的需

求，學校課程的規劃是以對應大學學群為方向，建

立對應大學學群的課程地圖提供學生選課的參考，

學生則是依個人的志趣及專長規劃學習地圖，透過

課程諮詢教師的輔導選讀相 關課程以提升專業能

力，深化有興趣學科的知識、情意與技能，證明自

己就是大學校系所需要的人才，專注自己的興趣也

能上頂大，兩位同學是最佳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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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翩然而至，21世紀已前進超過五分之一。從全球人口分布來看，千禧年之後出

生的人口數至少佔四分之一，而出生以來就沒有離開過新冠疫病衝擊的人數可能有2.5

億人。

雖然，全球化加速打破疆界與人才流動的藩籬，共享永續的普世價值逐漸取代經濟發

展至上的信仰，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貧富差距、健康不平等的諸多挑戰，在氣

文—成大校長蘇慧貞．天下雜誌740期

發布時間：2022-01-10

明天愈來愈難以預測，大學如何為「未來世代」做好準備？

【未來高教】扮演人才搖籃的大學，如何為學生接軌未來？應該先著手了解企業和個

人對未來的想像為何。

圖片來源：黃明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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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遷加劇的現實情境中卻更加迫切而嚴峻。

回顧歷史，每一個世代的轉動，莫不經由不同素養與知能組合的各類人才參與建設而

得以發生。而人才的素質則透過教育予以形塑。

但是，當教育場域的定義、教育模式的內涵不斷改變；未來，也愈來愈無法透過複雜

的模式預測，作為人才產出最後一哩路的高等教育體系，又該以怎樣的認知，以回

應、並承擔社會的需求與期待？

2021年成功大學創校90週年，我們特別以高教共同體的思考，與專業伙伴合作，進行

「2021年未來人才調查」，調查對象包括1000大企業人資長以及1600位工作者，以

了解企業和個人對未來的想像。

3大領域左右未來

展望未來10年，哪些議題左右台灣至鉅，又需要最關鍵的人才投入？

如何減少碳排，顯然已成為全球的核心課題，各國政府無不全面加速發展綠能。英國

使用再生能源的佔比，早在2018年已超越化石燃料；德國預計在2050年使用再生能源

比例也將超過八成。

對以國際貿易為經濟支柱的台灣而言，全球伙伴關係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從中美

貿易戰、碳權交易、全球綠色供應鏈，歐美在印太區域的政經角力到疫情防堵、疫苗

採購等，無一不牽動台灣當下的生存與未來的發展。

至於健康醫療則是人類科技突破的下一個新興領域，包括癌症、新興傳染病或人口高

齡化的多重負擔，都加速各國醫療的創新研發。新冠疫情衍生的疫苗開發與分配議

題，則更直接呈現各國經濟能量與國力規模的角力。

無獨有偶，企業與個人都看到3大領

域：能源、全球伙伴關係與健康醫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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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能源選項、全球伙伴關係到健康醫療，在在都是「全球一命」的全新課題，也預告

這一代與未來人才，必須能以「世界公民」的胸懷和「永續發展」的視野，共同參與

解題的任務。

最需加強國際觀

然而，企業端認為台灣人才最有待加強的能力為何？

「國際觀」位居第一，約62%，比例遠超過排序第二的「獨立思考」（39.6%），與第

三位的「問題解決能力」（37%）。

但是，問卷訪問對象對自己這項特質自信的程度，在7大選項中卻落到第六，顯然現職

工作者竟也高度認同自己的國際觀不足。

此外，不論企業或個人都認為溝通與協商、解決問題能力是人才最重要的前兩大素

質。如何建立溝通與協商的能力？這指的不僅是善於口頭溝通，更包括具備同理心、

能體察他人需求，以及凡事抱持雙贏思維，創造共好。

至於解決問題的核心，首先要能先清楚定義問題。釐清問題的定義，找到「對」的問

題後，才能正確理出行動的步驟。尤其在指數型科技創新、氣候變遷等兩道勢力衝擊

下，人類當前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幾乎前所未見，解題能力已成為人才素養中，愈來愈

迫切的課題。

大學對引領潮流的角色理應舉足輕重，此次調查發現，企業與個人都期許大學培養出

具備分析思考、解決問題、溝通與協商、自我學習、創意與創新等五大素質的人才。

上述種種都在期許未來人才能真正回應未來挑戰：能夠與未知共舞、在混沌中仍能看

見方向、找到出路。

值得深思的是，國際觀同樣是個人端

認為自己要成為新世代公民時，最該

具備的首要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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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企業和個人對未來人才的看法趨於一致，橋接兩端的大學端更需要以自我課責的態

度，深刻反思。

我始終認為「大學選才」其實是責任多於選擇，因此，今日大學的課題或者不應過度

聚焦於「選才」，如何盤點自己的特異性、競爭力，進而在現實條件、基礎建設和一

定資源下，務實看待自身長處、加值發揮，以更有效地培育人才，也許是大學可以積

極的功課。

當進一步拉高視野，前瞻未來，大學又該做出那些改變？

現職工作者受訪指出的前三項分別是增加實務學習機會、打破科技學習圍籬、培養實

踐社會責任的能力。

上述這些面向的努力，過去幾年在台灣各界已經被廣為認識、也非常活躍，尤其是支

持這些改變的硬體環境均已達相當水準。

但在教育內容上，目前則還無法充分建構一個互信的、理解的、寬容的、同理的情

境，而這些能力都是公民素養中的重要特質，亟需經由深化整體社會文化的底蘊來孕

育。

能讓社會穩定前行的力量，絕非只是透過技術設計而發生的引導，而是汨汨而流、匯

成大洋的人文承載。疫情若是未來日常的新風貌，人跟人之間更必須珍視那些互相感

動、相互支援的情感。

這是我們共同耕耘一個更優質的台灣社會所應該累聚的公民能力，也是經營百年教育

的心力所在。（責任編輯：賴品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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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電通》+《代操中心》南方電力提供ESG解方

本文共801字

2022/01/10 18:15:59

經濟日報 翁永全　

2022年已揭開序幕，疫情危害也堂堂邁入第3年。回首2021年，ESG是全年談論最多、

最熱門的關鍵字。對企業而言，ESG無關營利，卻與企業的生存息息相關，未來將如同

緊箍咒一般，如影隨形。

許多企業主對於ESG，從初期陌生到現在能夠琅琅上口；只要論及ESG，就幾乎會連上

節能減碳，也與綠電與儲能畫上等號。事實上，綠電與儲能是企業履行ESG的重要觀察

指標，也是減碳的兩帖重要藥方。

南方電力董事長黃坤元表示，進入2022，用電大戶距大限之日更接近，不是用電大戶的

企業，也面對各國開始課徵碳稅、以及從客戶端發動對供應鏈的連鎖壓力，都面 對不得

不使用綠電的嚴肅抉擇。

整體市場看來，綠電交易市場已由溫轉熱，儲能則是一夕爆紅。綠電及儲能是南方電力

的營運雙主軸，兩者都與ESG密切連動。南方在上（12）月Energy Taiwan展出《綠電

通交易平台》及《代操中心》，前者主打綠電買賣，後者是為台電輔助服務市場的調頻

備轉、即時備轉及補充備轉，提供轉代操作服務。

展覽期間，不只太陽光電同業互動頻繁，大量用電企業用戶也現身攤位內，急切之情溢

於言表。《綠電通》媒合綠電供給與需求兩端，南方電力也積極為第3型電廠轉1型電

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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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以解綠電供不應求之急，並提供數位化帳務管理系統，對於日後多電廠對多用戶的

供電情況預作準備。《代操中心》年初試營運，南方電力以一條龍服務，從審查、建

置、代操作到系統維護，以及代為投標，扛起24小時運轉調度及得標後對帳結算與設備

運維服務的工作。代操中心並與金融單位介接，提供儲能營運相關金融服務，讓投資人

無後顧之憂。

黃坤元說，無論以儲能設備參與調頻備轉，或以廠內發電設備降載參與即時備轉輔助服

務，門檻均高於綠電交易。南方與成大合作開發輔助服務操作系統，《代操中心》24小

時有人員值班監控儲能系統狀態，可在發生故障即時通報維護，甚至提前預警。以最佳

操作及即時運維策略，獲得容量費及效能費最高指標，創造最高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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