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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築角展現110年豐碩成果。

南市築角展現110年豐碩成果黃偉哲感謝鄉親投入社區營造
讓台南更亮麗

／

2022/1/10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110年

度台南築角創意營造計畫」成果發表

會於今（8）日在後壁頂長社區長短樹

公園熱鬧舉行，其中社造個案後壁

「頂長社區－聆聽長短樹的呼吸」獲

得年度社區個案評鑑全國第1名，以及

社區規劃師輔導團隊評比榮獲全國前3

名，市長黃偉哲為營造成果優異的社區進行頒獎，並肯定各社區積極參與營造，每

年都展現滿滿的能量與豐碩的成果，對於實現社區創意及凝聚向心力給予高度肯

定。總統府資政黃崑虎及市議員李宗翰、趙昆原等皆到場共襄盛舉。
 

　市長黃偉哲表示，台南築角的概念構想是非常好的，將許多城市角落變成亮點，

並減少治安及環境死角，因此感謝都發局及成大團隊協助社區將小角落變成大家都

看得到的好地方，未來市府會持續推動台南築角計畫，將大台南各角落變成社區的

主角，成為在地居民及觀光客休憩的好所在，歡迎大家一起用心用力來做這件小

事，讓台南變得更加亮麗，使每個地方像繁星點點一樣亮起來。
 

　都發局長莊德樑指出，110年台南築角計畫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市府立即調整

做法，避免人流與群聚產生破口，全數改由社區自主營造，讓社區建設及營造工作

不中斷，各社區協會皆秉持正向態度與開放思維，務實面對社區空間需求，同心協

力完成各營造點，表現出強韌的社區生命力。
 

　獲得年度社區個案評鑑全國第1名的後壁「頂長社區－聆聽長短樹的呼吸」，首次

採用駐村計畫，由成功大學建築系IEBS環境行為研究室與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

究所跨校合作，結合社區營造、老屋改造及實作，融入生態工法，打造出長短腳公

園，將老屋轉變成展示區，鐵皮倉庫變身咖啡屋，還有環保微市集，讓社區營造更

多元、農村旅遊更有趣。
 

　110年社區營造案還包括：新營大宏社區與柳營查畝營文史觀光協會，藉由打通閒

置用地成為社區內散步捷徑，並搭配傢俱或裝置藝術增添空間吸引力；鹽水竹埔與

官田大崎社區打造休閒農藝樂園，讓長輩們帶領在地鄉親共耕、共採、共食，在不

彎腰花園菜圃中享受綠色環境；後壁崁頂、佳里安西與東區後甲社區，主打低碳家

園及美化環境，打造社區聚點，促成民眾參與；永康鹽興社區，在巷弄間營造特有

景觀角落，藉高低落差型塑階梯空間連結下方廣場，提供民眾遮蔭的開放場所；前

水利會菁寮工作站，藉駐村計畫解構圍牆與外部連結，建立聊商中心，深化與地方

的關係。
 

　都發局表示，期待有企圖心的社區夥伴們透過台南築角改善生活環境，作為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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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啟動的第一步，新年度築角計畫即將展開，1月24日上下午將於民治與永華市政

中心舉辦說明會，歡迎市民朋友踴躍參加，讓台南築角的美好影響輻射到更多社區

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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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壁頂長社造 全國評鑑第1
2022-01-09

市長黃偉哲（右三）與參加活動貴賓品嘗新住民媳婦泡的茶。(記者翁聖權攝）

台南築角創意營造計畫成果發表 黃偉哲表揚社區規劃師輔導團隊

記者翁聖權⁄後壁報導

台南市後壁「頂長社區─聆聽長短樹的呼吸」社造個案獲得全國評鑑第一名，市府都發局八日在頂長社區長短樹公園舉行「一一０年度台南築角創意

營造計畫」成果發表會，由市長黃偉哲頒獎表揚社區規劃師輔導團隊。

黃偉哲強調，台南築角的概念是將許多城市角落變成亮點，讓大台南各角落像繁星點點一樣亮起來。

頂長社區營造計畫靈魂人物是總幹事張美雪，她除了擔任無米樂社區總幹事，協助已故的崑濱伯推廣冠軍米與農村旅遊外，也於五年前獲頂長社區理

事長蕭國瑞邀請擔任娘家所在地的社區總幹事。

台南市長黃偉哲（右二）與頂長社區幹部及規劃師輔導團隊合影。（記者翁聖權攝）

相對於無米樂社區吸引無數遊客湧入，頂長社區卻還是乏人問津的傳統農村，但張美雪透過社區營造及築角計畫，默默將豬寮老屋轉變成展示區及網

美打卡點，鐵皮倉庫變身吧台咖啡屋，並由社區阿嬤與新住民媳婦經營，讓原本的牛寮變特色公廁，百年老屋變成小公園，還有環保微市集，販售阿

嬤做的碗粿及咖啡，讓社區營造更多元、農村旅遊更有趣。

都發局長莊德樑說，後壁「頂長社區─聆聽長短樹的呼吸」首次採用駐村計畫，由成功大學建築系IEBS環境行為研究室與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

究所跨校合作，結合社區營造、老屋改造及實作，融入生態工法，打造出長短腳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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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築角計畫已進入十二屆，社區只要有閒置土地約一百坪，取得地主五年使用的同意書就可報名，歡迎社區踴躍參加，讓台南築角的美好，輻射到

大台南更多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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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築角」社造成果豐碩 黃偉哲：將社區小角落變成城市主角

後壁頂長社區營造計畫打造長短樹公園，改善社區環境。（記者楊金城攝）

2022/01/08 19:00

〔記者楊金城／台南報導〕「台南築角」社區營造計畫至今約有80個社區完成營造，市長黃偉哲今天

（8日）說，盼各區小角落來做城市社造「主角」，用心用力做好小事，把小事變成各社區、台南的

亮點，再串成繁星點點讓台南更亮麗成為南市光榮。

後壁頂長社區「聆聽長短樹的呼吸」社造計畫改造百年老屋、打造長短樹公園，改善社區環境，成為

居民共同生活的價值，獲得年度社區個案評鑑全國第1名。

台南市都發局今天就選在後壁頂長社區長短樹公園，發表去年度「台南築角」創意營造計畫的成果並

頒獎表揚，來自鹽水、新營、佳里、官田、永康、東區等獲選「台南築角」的營造案展示社區營造的

藝術空間、農藝樂園、聊商中心、社區產物等成果。

黃偉哲肯定各社區參與營造生活空間，展現滿滿的能量與豐碩的成果，實現社區創意及凝聚居民向心

力。

黃偉哲表示，「台南築角」將城市的小角落變成亮點，改善社區環境，減少髒亂和治安死角，甚至突

顯社區特色吸引觀光客前來，感謝都發局及成大建築系團隊協助社區將小角落變成好地方，未來市府

會持續推動「台南築角」計畫，將大台南各角落變成社區的主角，讓台南成為美麗又有人情味的城

市。

南市都發局局長莊德樑說，今年「台南築角」計畫將在24日舉辦說明會，歡迎社區提案角逐，展現創

意和社區生命力。

後壁頂長社區總幹事張美雪說，長短樹社造案由成大建築系和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所跨校合作駐

村，結合社區營造、老屋改造及實作，融入生態工法，打造出長短腳公園，將老屋轉變成展示區，鐵

皮倉庫變身咖啡屋，還有環保微市集，讓社區營造更多元、農村旅遊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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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長社區的牛舍改造為藝術公廁。（記者楊金城攝）

台南築角計畫去年有十個社區營造案，展現社造成果，展現社區生活空間環境，由市長黃偉哲（前右四）
頒獎表揚。（記者楊金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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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黃偉哲（前右二）稱讚後壁長短樹的社區營造案獲得全國評鑑第一名。（記者楊金城攝）

鹽水竹埔社區營造農藝樂園種植小番茄。（記者楊金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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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里安西社區用魚鱗做成胸花、吊飾等商品。（記者楊金城攝）

後壁頂長社區將鐵皮倉庫變身咖啡屋，後壁區長黃炳元（左二）稱讚為營造亮點，頂長社區總幹事張美雪
（左一）是長短樹社造案的推手。（記者楊金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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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築角」社造 黃偉哲：小角落變亮點

佳里安西社區用魚鱗做成胸花、吊飾等商品。 �（記者楊金城攝）

2022/01/09 05:30

〔記者楊金城／後壁報導〕「台南築角」社區營造計畫至今約有八十個社區完成營造，市長黃偉哲

說，盼各社區小角落成為城市社造「主角」，用心用力做好小事，把小事變成各社區、台南的亮點，

再串成繁星點點讓台南更亮麗成為南市光榮。

後壁頂長社區 去年評鑑全國第一

後壁頂長社區「聆聽長短樹的呼吸」社造計畫改造百年老屋、打造長短樹公園，改善社區環境，成為

居民共同生活的價值，獲得去年度社區個案評鑑全國第一名。

發表十個創意營造案成果

台南市都發局昨天選在頂長社區長短樹公園，發表去年「台南築角」十個創意營造案的成果並頒獎表

揚，來自鹽水、新營、佳里、官田、永康、東區等營造案，展示營造的藝術空間、農藝樂園、聊商中

心、社區產物等成果。

黃偉哲肯定各社區參與營造生活空間，展現滿滿的能量與豐碩的成果，實現社區創意及凝聚居民向心

力。

黃偉哲表示，「台南築角」將城市的小角落變成亮點，改善社區環境，減少髒亂和治安死角，甚至凸

顯社區特色吸引觀光客前來，感謝都發局及成大建築系團隊協助社區將小角落變成好地方，未來市府

會持續推動「台南築角」計畫，將大台南各角落變成社區的主角，讓台南成為美麗又有人情味的城

市。

台南築角 廿四日辦說明會

南市都發局局長莊德樑說，今年「台南築角」計畫將在廿四日舉辦說明會，歡迎社區提案角逐，展現

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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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壁頂長社區總幹事張美雪說，長短樹社造案由成大建築系和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所跨校合作駐

村，結合社區營造、老屋改造實作，融入生態工法，打造出長短腳公園，將老屋變成展示區，鐵皮倉

庫變身咖啡屋，還有環保微市集，讓社區營造更多元、農村旅遊更有趣。

後壁頂長社區將百年老屋改造成展示區、休憩空間，市長黃偉哲（前排中）稱讚社造很有亮點。（記者楊
金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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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築角最亮點！無米樂旁「頂長社區」

獲全國第一社區

2022-01-08 12:27  聯合報  / 記者吳淑玲／台南即時報導

分享

台南後壁頂長社區長短樹公園老屋打造的 2樓網 美拍照空間。記者吳淑玲／攝

影

讚 213 分享

台南築角最亮點！無米樂旁「頂長社區」獲全國第一社區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TA2NjM=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s%3A%2F%2Fudn.com%2Fnews%2Fstory%2F7326%2F6018744&display=popup&ref=plugin&src=like&kid_directed_site=0&app_id=350231215126101
https://video.udn.com/news/1226719


2022/1/10 下午1:01 台南築角最亮點！無米樂旁「頂長社區」獲全國第一社區 | 雲嘉南 | 地方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6018744 2/13

台南市社造個案後壁「頂長社區－聆聽長短樹的呼

吸」獲得年度社區個案評鑑全國第1名，市府「110

年度台南築角創意營造計畫」成果發表會於今天選

在在後壁頂長社區長短樹公園熱鬧舉行，市長黃偉

哲表示，台南築角的概念是將許多城市角落變成亮

點，並減少治安及環境死角，將大台南各角落變成

社區的主角，一起用心用力來做這件小事，讓每個

地方像繁星點點一樣亮起來。

都發局表示，獲得年度社區個案評鑑全國第1名的後

壁「頂長社區－聆聽長短樹的呼吸」，首次採用駐

村計畫，由成功大學建築系IEBS環境行為研究室與

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跨校合作，結合社區

營造、老屋改造及實作，融入生態工法，打造出長

短腳公園。

頂長社區總幹事張美雪之前廣為人知是和已故的崑

濱伯推廣無米樂，頂長社區在後壁菁寮無米樂隔

壁，相對於遊客湧入，頂長社區就是傳統農村中都

是老年 人 、外配、 小孩及處處是殘破無人住的老

屋，但3年來透過社區營造及築角計畫，將豬寮老屋

轉變成展示區及網美打卡點，鐵皮倉庫變身吧台咖

啡屋，由社區阿嬤和新住民媳婦經營，牛寮變特色

公廁，百年老屋變小公園，還有環保微市集，販售

00:00:00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8D%9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A4%BE%E5%8D%80%E7%87%9F%E9%80%A0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0%81%E5%B1%8B


2022/1/10 下午1:01 台南築角最亮點！無米樂旁「頂長社區」獲全國第一社區 | 雲嘉南 | 地方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6018744 3/13

的 是八旬阿嬤做的碗粿及咖啡，讓社區營造更 多

元、農村旅遊更有趣。

都發局長莊德樑指出，台南築角計畫已進入12屆，

輔導補助社區多達7、80個，透過媒合大學院校團

隊進入社區，分成 駐村組及築角組，前者補助約80

萬、後者3至40萬，只要社區有閒置土地約100坪，

取得地主5年使用的同意書就可報名參加，現在已成

全國大學院校空間設計、景觀及建築系所學生展現

專長的園地 ， 一 年 最 多曾有 300 多名學生組隊報

名。

2021年社區營造案有新營大宏社區與柳營查畝營文

史觀光協會，鹽水竹埔與官田大崎社區打造休閒農

藝樂園；後壁崁頂、佳里安西與東區後甲社區；永

康鹽興社區；前水利會菁寮工作站，藉駐村計畫解

構圍牆與外部連結，建立聊商中心，深化與地方的

關係。從都會到鄉村打造各自築角亮點。

都發局表示，新年度築角計畫即將展開，1月24日

上下午將於民治與永華市政中心舉辦說明會，期待

有企圖心 的社區夥伴們透過台南築角改善生活環

境，作為社區發展啟動的第一步，讓台南築角的美

好影響到更多社區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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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黃偉哲（右三）為 全 國第一名社區後壁頂長社區與成 大

學生團隊加油打氣。記者吳淑玲／攝影

台南後壁頂長社區長短樹公園鐵皮屋化身咖啡屋，後壁區長

黃炳元（右）與社區總幹事張美雪推薦喝咖啡配阿嬤做的古

早味碗粿。記者吳淑玲／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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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後壁頂長社區長短樹公園百年老屋前的 小 公園。記者吳

淑玲／攝影

台南後壁頂長社區長短樹公園鐵皮屋化身咖啡屋，假日提供

咖啡配阿嬤做的古早味碗粿。記者吳淑玲／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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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後壁頂長社區長短樹公園老屋重新打造為泡茶聚會 的場

所 。記者吳淑玲／攝影

台南後壁頂長社區長短樹公園廢棄牛寮變身特色公廁。記者

吳淑玲／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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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點亮角落 老屋豬舍變打卡點

2022-01-09 01:11  聯合報  / 記者吳淑玲／台南報導

台南市政府昨天在後壁區頂長社區舉辦台南築角創

意營造計畫成果發表會，頂長社區在全國社造評鑑

獲第1名，把閒置老屋、牛寮和豬舍等髒亂點大改

造，成為凝聚社區感情的聚會場所。都發局長莊德

梁說，築角計畫12年來輔導補助7、80個社區，媒

 老屋

台南市後壁區頂長社區在 全 國社造評鑑獲第1名，市長黃偉哲（前排右二）與

社區居民、 成 大團隊合影打氣。記者吳淑玲／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TA2NjM=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8D%9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0%81%E5%B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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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大學院校團隊參與社造，社區有閒置土地 100

坪、取得地主5年使用同意書就可參加，已成為空間

設計、景觀及建築系所學生展現專長的園地。

都發局表示，頂長社區首次採用駐村計畫，由成功

大學建築系IEBS環境行為研究室與台南藝術大學建

築藝術研究所合作，結合社區營造、老屋改造及實

作，融入生態工法，打造出長短腳公園。

頂長社區總幹事張美雪說，3年來透過社造及築角計

畫，將豬寮老屋轉變成展示區及網美打卡點，鐵皮

倉庫變身吧台咖啡屋，假日販售古早味碗粿及豆

漿、咖啡， 平 日 是聚會場所；閒置牛寮變特色公

廁，百年老屋變小公園，還有環保微市集，讓社區

營造更多元、農村旅遊更有趣。

市長黃偉哲說，台南築角的概念是將許多城市角落

變成亮點，減少治安及環境死角，讓每個地方像繁

星點點一樣亮起來。

都發局表示，今年築角計畫1月24日將於民治與永

華市政中心舉辦說明會，歡迎社區踴躍參與。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B%BA%E7%AF%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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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嘉祥／台南報導】 2022/01/09

臺南築角成果豐碩 黃偉哲表揚優異社區

【記者李嘉祥／台南報導】臺南市社造個案後壁區「頂⻑社區－聆聽⻑短樹的呼吸」榮獲年
度社區個案評鑑全國第⼀名及社區規劃師輔導團隊評⽐全國前三名，市府都市發展局昨天特
於⻑短樹公園舉⾏「臺南築⾓創意營造計畫」成果發表會，市⻑⿈偉哲頒獎表揚營造成果優
異社區，感謝社區⽤⼼營造，凝聚向⼼⼒及實現創意，讓環境更美麗。

總統府資政⿈崑⻁、都發局⻑莊德良、後壁區⻑⿈炳元、新營區⻑翁振祥及市議員李宗翰、
趙昆原均出席發表會。⿈偉哲說，臺南築⾓構想是將城市⾓落變成亮點，減少治安及環境死
⾓，感謝都發局及成⼤團隊協助社區將⼩⾓落變成亮麗好地⽅，未來會持續推動，將⾓落變
成主⾓，成為居⺠觀光休憩好所在。

莊德樑指出，疫情期間為避免⼈流與群聚產⽣破⼝，去年臺南築⾓計畫調整做法改由社區⾃
主營造，各社區協會皆秉持正向態度與開放思維，務實⾯對社區空間需求，同⼼協⼒完成營
造點，表現出強韌社區⽣命⼒，新年度築⾓計畫即將展開，廿四⽇將於⺠治及永華市政中⼼
舉辦說明會，期待更多社區伙伴加⼊。

⿈炳元說，後壁有許多好地⽅，公所⿎勵社區加⼊營造，「頂⻑社區－聆聽⻑短樹的呼吸」
⾸次採⽤駐村計畫，由成⼤建築系IEBS環境⾏為研究室與南藝⼤建築藝術研究所跨校合
作，結合社區營造、⽼屋改造及實作，融⼊⽣態⼯法打造出⻑短腳公園，將⽼屋轉變成展⽰
區，鐵⽪倉庫變⾝咖啡屋，還有環保微市集，讓社區營造更多元、農村旅遊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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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創新金融菁英 政大中山獲金援

成大、陽明交大、台大及清大等四校已依條例，近期陸續成立半導體領域的創新學院。（資料照）

2022/01/09 05:30

〔記者吳柏軒／台北報導〕去年五月份三讀通過《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引起

各大學高度興趣，紛紛依該法爭取設立創新學院培育人才，首波已成立四所半導體學院，去年底起政

大、中興、中山、台科大再加入第二波新學院申請，領域包括循環經濟、智慧製造乃至金融等，如中

山大學已確定獲廿二家公私立金融機構挹注八年七‧二億元，結合教育部補助，打造國際金融國家隊人

才。

成大、陽明交大、台大及清大等四校已依條例，近期陸續成立半導體領域的創新學院，並獲總統蔡英

文參加開幕。教育部統計，創新條例第二波申請名單中，包含政治大學申請「國際金融學院」、中興

大學「永續農業與綠色科技研究學院」、中山大學申請兩個分別是「國際金融管理學院」及「國家重

點領域研究學院」、台科大則是「產學創新學院」等，依各校申請時程審查二個月內公告結果。

22家金融機構出手注資

因應總統蔡英文擬推動台灣成為「亞洲高階資產管理中心」和「亞洲資金調度中心」政見，創新學院

也囊括金融領域。中山大學副校長蔡秀芬表示，去年十二月申請「國際金融管理學院」，要培育產業

跟金融機構的國際資產管理人才，包含金融科技數據分析、資產管理商模創新、商品開發、風險管

理、法遵、國際溝通談判等內涵，採EMI全英語教學，一年預計招收一百廿名碩士生。

蔡秀芬期待，引入國外師資傳授國際商業模式，有助外資來台布局，已獲得台灣期貨交易所、證卷交

易所、集保結算所與民間金控等廿二家機構願捐資，一年九千萬元、預計八年共七‧二億元，將再獲教

育部補助，期待訓練金融界「國家隊」，是金融界首度大規模合作培育人才計畫。

政大已與金控、銀行簽意願書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1/09/7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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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提出「國際金融學院」申請的政大校長郭明政也表示，產學合作共同研訓是大學未來，政大將結

合法律、金融乃至資訊學院等，打造跨國法遵人才，未來畢業生可前往先進國家金融重鎮，或派駐新

南向國家工作，學院將採雙語教學，甚至訓練第三國語言，如在泰國當地工作要先會泰文，更期待華

人圈龐大海外僑民子弟能回台進修，目前已有公私立銀行、金控機構等簽下捐助意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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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人才卡位大企業！台灣「十間多元

系所大學」培養職場力

2022-01-08 12:06
DailyView網路溫度計  / DailyView網路溫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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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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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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source：pexels（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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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dailyview.tw/
http://keypo.tw/
https://www.pexels.com/zh-tw/photo/93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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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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神回顧／2021台灣人手刀跟上事件　東

奧名列第二「被她超越」

image source:FB/台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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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ailyview.tw/Daily/2021/12/26
https://www.facebook.com/iloventu/photos/a.208455082666792/21415936209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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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清大擁有11個學院，其中包含台北政經學院TS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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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source:FB/國立清華大學招生策略中心

NO.3 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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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NTHUadms/photos/a.105524407809618/10552441114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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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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nccu.edu.tw/photos/a.10151176913946938/1015748918500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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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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source：FB／中國文化大學

https://www.facebook.com/ncku.edu.tw/photos/a.402495206451369/1704155119618698
https://www.facebook.com/PCCUOfficial/photos/a.1624259624547735/202637223100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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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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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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 台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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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nstagram.com/p/CJal--2MW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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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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NTNU.Taiwan/photos/a.407908069246141/446173839386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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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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MCU1957/photos/a.196948087072010/546839878749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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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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nstagram.com/p/CBc3bIap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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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溫度計調查結果之圖文，未經授權請勿轉載、改寫】

分析說明：

本研究資料由《KEYPO大數據關鍵引擎》提供，分析時間範圍為20
21年01月05日至2022年01月04日，共1年。

系統觀測上萬個網站頻道，包括各大新聞頻道、社群平台、討論區
及部落格等，針對討論『有10個院以上所或40系以上的大學』相關
文本進行分析，並根據網友就該議題之討論，作為本分析依據。

本文所調查之結果，非參考投票、民調、網路問卷等資料，名次僅
代表網路討論聲量大小，不代表網友正負評價。

本篇分析報告使用「KEYPO大數據關鍵引擎」

https://keypo.tw/
https://keypo.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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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語言力，成大要培養的是具備全球競合力的世界公民

文 / 遠見雜誌整合傳播部企劃製作    

2022-01-10

瀏覽數 550+

成大把全球競合力、跨域實踐，作為推動雙語化學習的目標。(成大提供)

科技日新月異，隨身手機或即時翻譯機就可能解決出國旅行或跨國業務語言的
問題，但深度的文化交流與專業知識的溝通，就不可能只靠翻譯機。「成大把
『全球競合力』、跨域實踐，作為推動雙語化學習的目標。」國立成功大學教
務長王育民強調，透過不同語言能力深入了解議題、關懷社會，並透過國際團
隊合作解決問題， 才是成大推動雙語教育的終極目標。

兩年來，一場疫情席捲全球，台灣透過亮眼的防疫表現站上世界的舞台，產業也展開新一波全球布局，跨域、國際人才

培育備受關注。教育部更以提升高教國際競爭力為願景，推動「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成大於2021年8月獲

教育部選為雙語大學重點培育學校的補助，除了擴大全校各院系「專業課程英語授課」（English-Medium-Instruction

Courses，即EMI課程）的推動，更透過制度和指標的架構，營造更紮實的英語教學環境。

「但語言的學習，不只是一般的交流，我們希望能建立學生在專業上的表達能力能夠更上一層樓，特別是說與寫。」在

教務長王育民眼中，成大學生在英文閱讀與聽力的表現，本來就有一定的程度；校內老師更不乏國外留學經驗，如何在

既有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學習指標，成為成大推動雙語教學的重點。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gvm.com.tw/blog/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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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成大目前已有60%專任教師具備英語授課能力，各院系開出的全英語課程比例也大幅增加。(成大提供)

EMI推動熱烈  讓雙語專業表達能力與國際觀更上層樓

成大境外學生超過2000人，是國內境外生最多的學校，原本就有不少院系會開設全英語課程供學生選修，而且早在

2007年就開始推動「成鷹計畫」，十多年來持續累積EMI的教學能量。2021年在教育部計劃補助下，學校祭出更多的

配套和誘因，透過獎勵制度、為教師開設工作坊等，鼓勵教師開設EMI課程，目前已有60%專任教師具備英語授課能

力，各院系開出的全英語課程比例也大幅增加。

「原本希望各院至少達標6%，但有院系甚至衝上20~30%，反應超乎預期的熱烈。」王育民認為透過專業課程聽、

說、 讀、寫，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才可以把語文能力延伸到專業領域上，而大生醫群、工學院群都需依據各個不同

學術領域建立學習指標，作為學習鑑別的參數。

王育民指出，近年來成大不只在校園內推動雙語教育，也推動多元語言的教育，目前已有很多線上課程是用多國語言的

方式呈現，因為語言的學習不只是為了自在的交流，也是為了國際觀的建立。

「從疫情發生以來，我們很清楚的知道，台灣的問題，也是全球的問題，反之亦然。再從氣候變遷的角度來看，不只台

灣在講零碳，全世界都在談，沒有國際觀，如何向國外借鏡、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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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成大的跨領域永續發展學分學程(CPSD)，全英語教學帶領學生關注永續議題。(成大提供)

培育國際跨域實踐 為永續發展提出解決方案的人才

成大國際長王筱雯在訪談中也回應王育民的觀點。她指出，「全球競合力」一直是成大推動雙語、多元語文的指標，成

大2000多名外籍生，涵蓋70多個國家，不乏來自非洲、 東南亞，和台灣一樣都面臨氣候變遷、公共衛生、災害管理、

產業轉型等問題，他們也都希望透過在台灣的學習和各種學術研討，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回國後對母國有所貢獻。因

此，全英語授課的「國際能源學程」、「跨領域永續發展學分學程」都得到相當大的迴響。

國際處也提供「成蝶計畫」獎學金，撮合境外生進入國內大型企業場域學習；也透過成立「全球競合力中心」，透過國

際空間營造、課程及國際活動的推動，讓外籍生與本地生在參與的過程中，學習尊重、認同彼此的文化，培養合作的情

誼，甚至能夠持續延伸到畢業後進入職場，還能成為跨國合作的夥伴。

「全球競合力不只是語言力，還包括溝通力、適應力、文化力和實踐。」王筱雯指出，這兩年的疫情狀態，讓我們看到

多元發展和跨域的必然性，無論是線上交流、AR、VR等虛實整合的情境，競合力都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在成大，雙語、 跨領域和永續發展的觀念是綁在一起的！我們的核心課題就是要培養更多國際間跨域合作實踐，為

全球永續發展、提出解決問題方案的世界公民。」王筱雯表示，這正是成功大學面對新冠疫情的下半場，台灣產業積極

全球布局下，培育成大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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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成大舉辦全球移動力論壇—歐洲文化交流工作坊活動，讓外籍生與本地生學習尊重、認同彼此的文化，培養合作情

誼。(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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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博物館推「城東有成」特展
2022-01-09

「城東有成」特展展間矗立呈現在地寺廟元素的大木作。（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大博物館新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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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荷

治福爾摩沙的熱蘭遮堡壘與市鎮」四大特展，內容豐富，歡迎民眾入館欣賞。

成大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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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船出港：造船與港灣工程－工程教育史系列展ＩＶ」則是成大博物館工程教育史系列展的第四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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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邊界-疫苗科學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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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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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鯤首之城：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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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年，展出成大建築系師生花費五年心血，所呈現的十七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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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參觀者重新認識身處的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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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博館鳴響汽笛  歡欣4大特展聯合開幕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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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校內外民眾一齊入館欣賞成大跨領域學術成果。

成大博物館日前正式開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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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 

成大校長蘇慧貞於特展聯合開幕時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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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甚或是整個國家、整個世界有

意義的一段歷史。」 

成大博物館館長吳秉聲致詞時向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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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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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連結，爬梳這片土地的歷史脈絡，整理成大與臺南的文化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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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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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相關領域的貢獻，也能看到臺灣港埠工程與產業技術的

演變。其中展出了1996年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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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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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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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1日至2022年4月30日 

「疫苗邊界-疫苗科學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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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9日至2022年9月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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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博物館鳴響汽笛　慶賀4大特展開幕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2-01-08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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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特展廣納人文、史地、工程、醫療、社科等領域，內容豐富，歡

迎校內外民眾一齊入館欣賞成大跨領域學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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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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蘇慧貞於特展聯合開幕時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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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甚或是整個國家、整個世界有意義的一段歷史。」

成大博物館館長吳秉聲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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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博物館特展資訊：「城東有成 (https://museum.ncku.edu.tw/p/406-1008-

230329,r52.php?Lang=zh-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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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useum.ncku.edu.tw/p/406-1008-230335,r52.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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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useum.ncku.edu.tw/p/406-1008-231130,r52.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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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0Q3dSCGDeo)」展期2021年11月29

日至2022年9月30日。

https://museum.ncku.edu.tw/p/406-1008-230329,r52.php?Lang=zh-tw
https://museum.ncku.edu.tw/p/406-1008-230335,r52.php?Lang=zh-tw
https://museum.ncku.edu.tw/p/406-1008-231130,r52.php?Lang=zh-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0Q3dSCG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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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圖書館主題書展 探索百年孤寂
2022-01-10

成大圖書館「一冊一世界」主題書展，現場營造出《百年孤寂》的寂寥蕭索情景。（記者施春瑛
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大圖書館舉辦「一冊一世界」主題書展邁入第六年，今年以諾貝爾文學獎作家馬奎斯的《百年孤寂》一書為核心，搭配國際生藝術跨域創作工作坊

成果與書展、講座、影展等周邊活動，引領讀者進入書中充滿魔幻色彩與孤獨無比的世界，展期至三月二十五日。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生於哥倫比亞阿拉卡塔卡，兼有文學家、記者和社會活動家等身分，其作品《百年孤寂》出版後，在拉丁美洲及西班牙語系

國家造成轟動，並陸續被翻譯成三十七種語言版本，成為國際公認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代表作。

「一冊一世界：馬奎斯《百年孤寂》主題書展」策展人、成大圖書館副館長林蕙玟表示，在疫情持續壟罩下，人類仍然帶著未知持續前進，有如馬奎

斯筆下家族六代人的命運在持續輪迴之中彷彿看到出口，卻又繞回原點，書中各個角色心中隱藏的孤獨與情節鋪陳值得讀者深思。

此次「一冊一世界」主題書展位於成大圖書館總館四樓中庭，運用挑高空間懸掛象徵《百年孤寂》書中充滿情感糾結元素的吊床與象徵書中角色緩緩

升空而消失的衣服，並將圖書館原有沙發鋪上白色帆布，營造大家族經歷輝煌與繁盛後落於寂寥蕭索，家具待價而沽的情景，讓讀者身歷其境。

此外，成大圖書館也邀請校內多名國際生，藉由多媒材藝術作品表現書中角色，抒發自身與《百年孤寂》的文化連結與省思，展場更以紅線聯繫每一

件作品，象徵書中角色的交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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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長黃偉哲（中）見證成大校長蘇慧貞（右）與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左）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圖／成

大提供

成大攜手廣達 設聯合AI研究中心
工商時報 謝易晏04:10 2022-01-10

國立成功大學於2021年12月底宣布與廣達電腦成立「廣達－成大聯合AI研究中心」，以跨領域合作模式，組成符

合國家級應用的人工智慧雲端整合團隊。成大期望從智慧校園出發，整合教學、研究、生活基礎設施管理，導入

未來智慧城市的設計與運營模式。透過產學研合作，作為智慧城市縮影的示範場域，展現物聯網的實際應用，成

為大南方數位發展的重要基地。

根據合作備忘錄廣達電腦贈予成大一套合約新臺幣600萬的超高性能廣達AI伺服器，廣達電腦也將連續四年，每年

提供設備捐贈費與委託計畫案約1,000萬，協助廣達－成大聯合AI研究中心的推進。

蘇慧貞校長指出「廣達－成大聯合AI研究中心」宣示的是臺灣學術機構裡面最高階最完整的AI運算量能，這所學

校也提供全臺灣獨一無二、跨領域的完整量能，「非常感謝廣達林董事長的美意，使AI提供新的想像，期待藉由

雙方合作讓臺灣光榮的品牌繼續在世界發光。

林百里董事長表示，廣達在硬件方面是領先的，可以保證廣達－成大聯合AI研究中心會有最新進的機器。AI帶來

元宇宙新運用，運算已經不是電機系、資訊系，而是全校的事情。成大首先成立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讓

他非常佩服。

廣達－成大聯合AI研究中心主任林一平指出，廣達電腦在雲端跟AI方面研究都是世界級的公司，成大也是世界級

的頂尖學校，在雙方結合下，希望能夠看到數位轉型，甚至是智慧轉型，讓成大未來10年在智慧平台上，無論學

術或教學上都有大幅度的躍進與發展。未來透過策略性產學合作中心，將強化雙方在科技研究、工程研發與設計

生產的能量，以跨領域的模式，組成符合國家級應用的人工智慧雲端整合團隊，帶領臺灣產業開創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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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人生〉歐凰姿論文 提升台藥師國際能見度
2022-01-09

歐凰姿一篇社區藥局防疫論文發表在國際期刊，提高台灣藥師在國際能見度。（成大提供）

成功大學藥學系副教授歐凰姿出身社區藥局家庭，耳濡目染地對藥學產生興趣，大學、研究所讀的都與藥學有關，還到美國密西根大學拿藥學院藥事

行政管理博士，回國任教職，藥事行政、藥物經濟學等是她的專長。

二０二０年二月，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台灣展開防疫工作實施口罩實名制，歐凰姿投入社區藥局，幫忙讓全民都能順利買到口罩，在疫苗進來前

得到防護，全力擋下首波侵台的疫情。她看到藥師在第一線防疫工作，光是忙著配售口罩就已焦頭爛額、分身乏術，原本藥局的經營和專業照護變得

難以維持，甚至還要承受民眾不滿的情緒謾罵，她決定提筆記錄所見所聞，親訪藥局並整理藥師參與前線防疫的角色與貢獻，撰寫一篇「台灣社區藥

局藥師在應對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前線」論文，同年四月刊登於國際知名學術期刊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論文公開在網路上，描繪台灣

社區藥師在疫情期間辛勞付出，分享國際了解台灣如何做實名制防疫，提高藥師在全球的能見度。

除了發表社區藥局論文，歐凰姿也研究新創「新藥價值導向定價法」，根據經濟學和決策分析等理論基礎，以真實價值導向算出合理藥品定價，有別

於以往多參酌先進國家藥價之中位數為新藥定價基準，這項創新做法，獲得肯定，獲頒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第九屆生物醫學組「年輕學者創新獎」。

歐凰姿深受父親傳統儒家思想影響，中庸云「人一能知己百知，人十能知幾千知…」，句句鼓勵她做研究堅持擇善固執，秉持研究初衷與熱誠，一路

走來，深深體會箇中滋味，自認不是聰明者也沒有與生俱來的幸運，於是在每個人生境遇都下很多苦功去努力與學習，步步穩健且逐夢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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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腦科學改善生活　郭乃文：邁向人生幸福道
路

▲台南市勞工局長王鑫基，邀請成功大學郭乃文教授，以「中年養腦的強優技能」為題，以分

享如何透過腦科學，讓心靈上也能充實安穩。（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台南市勞工局致力協助市民求職就業外，亦關心勞工朋友心理層面，8日邀請國立

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郭乃文教授，以「中年養腦的強優技能」為題，以專業

分享如何在這個資訊多元卻雜亂時代裡，不受外在環境和跟他人比較，透過腦科

學來輔助自身找出幸福的方向，對自己人生負責，讓心靈上也能充實安穩。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5%9C%B0%E6%96%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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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局長王鑫基表示，現代人因科技發展、網際網路普及，縮短了物流交通、資

訊傳遞的速度，雖然物質生活上較以往富足，卻因太容易接收到網路、媒體的輿

論聲音，使個人思考、觀點，都在無形中左右我們的想法，影響人們的思維，造

成心理承受無形的壓力，此次特邀甫獲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同時具備腦

心智科學與心理學兩項專業的成功大學郭乃文教授，親臨現場分享所學，以較白

話易懂的的方式，教導市民朋友如何調適身心，適當屏除外在環境或他人非理性

的批評，紓解釋放壓力，並規劃打造屬於自己的幸福的方向。

郭乃文教授提到，身為超過35年資歷的中等學校校長與大學教授，且長期投入台

灣心理復健領域，一直以來她所貫徹的個人信念是「用心育腦」，透過四處演

講、授課，帶領從幼稚園到高齡者不同生命階段的人，運用腦心智神經的科學基

礎，分享心理健康網路影片，教導民眾面對壓力、挫折、災難之心理處遇，以自

我腦心智來啟動生命安適感，克服非理性的輿論及壓迫，最自身人生負責，實現

幸福的生活目標。



2022/1/10 上午11:25 用腦科學改善生活　郭乃文：邁向人生幸福道路 | ETtoday地方新聞 | ETtoday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20108/2164461.htm 3/4

勞工局「職場ㄟ大小事」講座持續辦理，下一場將於農曆春節後的第一個星期六2

月12日舉行，邀請知名連鎖義大利麵餐廳Nu Pasta吳家德總經理，教大家如何

「成為別人心中的一個『咖』」，有興趣的朋友，歡迎揪團上勞工局的網站「職

場ㄟ大小事─分享共創美好」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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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勞工局邀成大郭乃文教授　演講「用腦科學改善

生活 邁向人生幸福道路」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2-01-09 00:18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8日邀請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郭乃文教授，以「中年養腦的

強優技能」為題，以自身專業，分享如何在這個資訊多元卻雜亂的時代裡，不受

外在環境和跟他人比較，透過腦科學來輔助自身找出幸福的方向，對自己的人生

負責，讓市民朋友在心靈上也能充實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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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局長王鑫基表示，現代人因科技發展、網際網路普及，縮短了物流交通、資

訊傳遞的速度，雖然物質生活上較以往富足，卻因太容易接收到網路、媒體的輿

論聲音，使個人思考、觀點，都在無形中左右我們的想法，影響人們的思維，造

成心理承受無形的壓力，此次特邀甫獲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同時具備腦

心智科學與心理學兩項專業的成功大學郭乃文教授，親臨現場分享所學，以較白

話易懂的的方式，教導市民朋友如何調適身心，適當屏除外在環境或他人非理性

的批評，紓解釋放壓力，並規劃打造屬於自己的幸福的方向。

郭乃文教授提到，身為超過35年資歷的中等學校校長與大學教授，且長期投入台

灣心理復健領域，一直以來她所貫徹的個人信念是「用心育腦」，透過四處演

講、授課，帶領從幼稚園到高齡者不同生命階段的人，運用腦心智神經的科學基

礎，分享心理健康網路影片，教導民眾面對壓力、挫折、災難之心理處遇，以自

我腦心智來啟動生命安適感，克服非理性的輿論及壓迫，最自身人生負責，實現

幸福的生活目標。

勞工局「職場ㄟ大小事」講座持續辦理，下一場將於農曆春節後的第一個星期六2

月12日舉行，邀請知名連鎖義大利麵餐廳Nu Pasta吳家德總經理，教大家如何

「成為別人心中的一個『咖』」，有興趣的朋友，歡迎揪團上勞工局的網站「職

場ㄟ大小事─分享共創美好」報名參加。 



民
時
新
聞
6
版
1
1
0
0
1
1
0







台
灣
新
新
聞
報
8
版
11
00
10
9





中
華
日
報
C5
版
11
00
10
9



中
華
日
報
C1
版
11
00
11
0





民
時
新
聞
版
1
1
0
0
1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