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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在成功大學】2020 南台灣重量級就業博覽會登場，就地找
數位科技、資訊業工作！

2020 南台灣重量級就業博覽會！Yourator 求職平台 X Kdan Mobile 合辦「南區數位創新職涯博覽會」，9/13（日）於
功大學中正堂隆重登場！

Yourator 攜手凱鈿共同舉辦，南台灣重量級就業博覽會要來了！

2020 年上半年在許多大型就業博覽會、校園徵才因為疫情原因紛紛停辦，對於許多企業的人才招募活動造成不小的衝擊
因應疫情平緩後的求職與求才需求，知名求職網站「Yourator 數位人才媒合平台」攜手南臺灣最大軟體公司「
Kdan Mobile 凱鈿行動科技」、台南市政府、成功大學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以及多間中南部指標性大學院校 、科技教
位共同推動「2020 南區數位創新職涯博覽會」，本次活動將於  2020 年 9 月 13 日（星期天）於成功大學中正堂舉行。

讚 1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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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ator 數位人才媒合平台，多次攜手科技部旗下 TTA 於台北小巨蛋舉辦「數位科技徵才博覽會」，每場都吸引頂尖新
科技公司參展、數千求職者共襄盛舉。

第一次移師南台灣舉辦，盼讓好人才留在當地發展

今年第一次將職涯博覽會移師南臺灣舉辦，Yourator 數位人才媒合平台創辦人 Lydia 表示：「南臺灣其實不乏優質的數
資訊科技人才，但許多中南部企業徵才能見度偏低，導致人才招募困難。我們希望透過本次的成大職涯博覽會，提高中南

位科技/資訊業工作機會的認知度。讓好人才更願意留在當地發展。」

9/13（日）於成功大學中正堂舉辦的職涯博覽會，除了保留過往台北場「數位科技徵才博覽會」原有的企業論壇＋徵才攤
元素外，這次也邀請南台灣包含 六角學院 、好想工作室等長期推動當地資訊教育與職涯發展的社群夥伴，特別設置「互動
區」、「履歷健檢區」等，優化職涯博覽會的觀展體驗。

（圖）Yourator 數位人才平台於台北小巨蛋舉辦職涯博覽會人潮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20/02/04/yourator-job-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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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7 【9/13 在成功大學】2020 南台灣重量級就業博覽會登場，就地找到數位科技、資訊業工作！ | TechOrange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20/08/07/yourator-2020/ 3/5

本次「南區數位創新職涯博覽會」大會活動亮點：

頂尖數位科技新創首度南下參展！包括年輕人最嚮往的設計電商平台 Pinkoi 、亞洲級活動與票卷平台「Accupass
通」與 快速成長的餐飲科技公司 iCHEF… and More!
近期話題度最高的頂尖半導體代工大廠、光電大廠、與知名南科廠商都將同場徵才

力拼數位轉型的電子大廠旗下新創子品牌，攜手大舉招募數位科技與資訊人才

加入職涯論壇區、履歷健檢區等互動式體驗區，幫你做好求職全方面準備！

本次活動的共同主辦方、凱鈿行動科技行長蘇柏州表示：「有別於傳統的『就業博覽會』，我們希望求職者可以透過本次

找工作之餘，同時擴展職涯視野，也因此定調為『職涯博覽會』。邀請教育單位與職涯社群夥伴共同策展，期望促進南台

訊/科技產業發展。此外，本次活動也獲得台南市政府大力支持，期望在疫情過後，協助降低失業率並推動智慧城市發展。
者，讓更多求職者知道，南臺灣也有很多像凱鈿一樣，總部設於台南，卻放眼國際市場的優質企業。」

「南區數位創新職涯博覽會」徵才廠商合計將開出近千個工作機會，凱鈿行動科技也預計於南部招募高達百名數位科技人

【活動資訊】
活動日期：2020 / 09 / 13 (日) 10:00 – 17:00
活動地點：成功大學 中正堂

【報名辦法】
報名企業攤位：
bizdev@yourator.co | 02 – 7751-5024 #102 #103
手刀報名觀展票卷：
FB 活動頁面 
Accupass 票券頁面

-主辦單位-
友睿資訊股份有限公司（Yourator 數位人才媒合平台）
凱鈿行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Kdan Mobile）

-協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智慧城市辦公室｜臺南市政府智慧發展中心 
成功大學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成功大學校友聯絡中心｜成功大學國際產學聯盟

（本文訊息由 Yourator 提供，內文與標題經 TechOrange 修訂後刊登。新聞稿 / 產品訊息提供，可寄至：
pr@fusionmedium.com，經編輯檯審核並評估合宜性後再行刊登。本文提供合作夥伴轉載。首圖來源：Unsplash。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98613801382361/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008040855421990701539
https://unsplash.com/photos/6dW3xyQvc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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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考試分發錄取率91.14％ 有3260人落榜

109學年大學考試入學分發今放榜，今年錄取率91.14％，比去年增9.85個百分點。（記者吳柏軒攝）

2020-08-07 10:12:45

〔記者吳柏軒／台北報導〕109學年考試分發今（7日）放榜，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會統計，今年登記人

數3.6萬多人，比去年少5800多人，招生總額與去年相近，最後錄取率重返9成，比去年81.29％還增9

個百分點，落榜考生則有3260人，缺額51名創歷年最少。

大學考分會統計，今年考試分發招生總額3萬3278名（去年3萬4633名），登記總人數有3萬6781人，

比去年4萬2604人還少5823人，今分發放榜，最後錄取3萬3521人，錄取率91.14％，比去年81.29％

大增9.85個百分點，讓錄取率自去年創17年最低紀錄，再度重返9成以上。

缺額僅51名創近10年新低
考分會另統計，今年落榜人數3260人，比去年7971人還少，而今年有62校1881個系組參加考試分

發，最後系組缺額僅51名，也創近10年新低。

大學考分會執行秘書、成功大學教務長王育民表示，今年參加登記的非應屆生有8312人，占所有人數

比22.6％，錄取率86.35％，但應屆生28469人登記，錄取率達92.54％，顯示非應屆生對應屆生未有

大影響。

今考試分發同步公布錄取門檻，王育民表示，今年最低門檻的組合科目是英文、數學甲跟物理，最低

的錄取門檻落在33分，而考生今年填滿100個志願的占比則有21.59％，較往年14到18％還來得高。

王育民統計，今年考試分發名額占所有大學入學管道總名額31.48％，去年占比32.53％，前年

36.96％，歷年多維持3成多，據了解，教育部也收到家長希望考試分發維持一定比例，應會維持3、4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8/07/3252733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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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左右。

王育民提醒，今分發結果已經公布，考生可透過考分會網站或相關APP查詢結果，若對結果有問題，

可複查一次，需線上申請並繳交工本費，複查結果20日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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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指考放榜錄取率91.14%　8校缺額51人
「近10年最少」

▲成大教務長王育民。（圖／記者崔至雲攝）

記者崔至雲／台北報導

大學指考分發入學今（7日）放榜，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公告今年分發錄取率

91.14%，相較去年錄取率81.29%，回升約10%。此外，未錄取登記人數有3260

人。今年也有8校出現缺額共51人，包含東吳大學、文化大學、嘉義大學等，缺

額人數是近10年來最少的一次。

今年總計有36,776考生順利完成登記志願，經電腦分發作業後，今日上午8時在

考分會網站放榜，並同步提供最低錄取分數等數據，屆時除提供網路查榜外，考

生也可下載「登記查榜APP」由手機或平板電腦查詢分發結果。考生如對分發結

果有疑義，可於7日上午8時至13日下午5時到考分會網站申請複查。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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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分會說明，今年共有62校1881個系組參與考試分發招生，招生名額共有

33,278名，較去年減少1,298人，約占 3.8%，各招生管道回流名額總計8,840

名，亦較去年減少1,16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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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不分系是培育天才，還是寵壞沒定性的小孩？

文 / 謝明彧、邱于瑄    攝影 / 蘇義傑

2020-08-06

瀏覽數 2,900+

圖／僅為情境配圖。蘇義傑攝

四成台大學生覺得選錯科？近年提供學生進大學後自由
嘗試、摸索性向的「不分系」，在各大學成為熱門議
題，台大也在今年7月宣布跟進成立不分系，但「不分
系」真的就能解決學生「未來迷惘」問題？還是只是繼
續寵壞沒定性的小孩？

沒有專屬科系，而是讓學生上大學後先透過各種嘗試與摸索，尋找自己未來發展方向

的「不分系學系」，由清大、交大、成大等國立頂大領軍下，近五年在各大學方興未

艾。

晚了多年後，台大7月25日正式宣布，由於校內統計近四成學生表示「對未來迷

惘」，決定跟進成立不分系學系，提供學生轉換領域和跨領域學習的機會，預計111

年開始招生。

近年來，適性發展、多元學習，已成為教育重要趨勢。

除了實驗教育修法延伸至高教，不少體制內大學也開始有創新學制，提供學生彈性、

跨領域的學習機會。然而，看似自由、沒有限制的「不分系」學制，真的就能解決現

在大學生「不知道自己要什麼」的困境嗎？

其實，過往已有許多大學嘗試大一、大二不分系，延後學生選擇志願，但到了分流到

各系所時，許多學生仍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https://www.gvm.com.tw/
https://www.gvm.com.tw/category/education
https://www.gvm.com.tw/category/higher_education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gvm.com.tw/author/552
https://www.gvm.com.tw/author/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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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在大一至大四都不分系的學系，對於沒有明確目標、又欠缺主動學習動機的學生

來說，或許只會更加迷惘。各大學競相加入不分系，甚至被質疑根本是「假自由之

名，寵壞沒定性的小孩」！

不分系蔚為潮流，提供大學生自我探索與轉換彈性

近幾年，大學「不分系學系」的學制蔚為流行，像是清大的實驗教育方案與交大的百

川學程，以及成大全校不分系陸續成立，讓學生大學四年可自由在校內選課，不侷限

單一科系，並透過導師的帶領，依據各自專長、興趣完成四年學習與專題製作。

舉例來說，對長照議題很有興趣的學生，可針對長照中的心理學、經濟學、政策等不

同面向重點修課，比起雙主修、輔系等，更有彈性且不被學分和系所門檻束縛。甚至

在成大，學生們也可自行邀請老師，規劃符合需求的課程。

不同於清大、交大以特殊選才為主，專門招收有特殊專才或能力的學生，台大目前正

在籌設的全校不分系，以轉系招收10名升大二學生，由於轉系門檻較低，學生也必須

提出學習計畫與目標，避免學生僅以「志趣不合」要求加入。

圖／僅為情境配圖。賴永祥攝

不分系首重「自主管理」，消極無目標只會更加迷惘

頂大紛紛設立條件，希望學生不要輕易加入，原因是不分系並不是人人適合。對於興

趣廣泛、多元學習的學生，不分系提供不同於一般學制的學習機會。但若僅是因志趣

不合、迷惘，到不分系卻又態度消極，沒辦法自主學習，往往最後只會更加徬徨。

「在踏入不分系前，要先認清不是進來混的，」今年剛從成大不分系畢業的劉佩宜表

示，越來越多學弟妹只因找不到方向，就想轉入不分系，但當握著空白課表時，看似

自由卻更加迷惘，甚至許多人沒有積極採取行動，就開始抱怨沒有歸屬感、資源等。

劉佩宜回憶過去，也是因志趣不合，從化工系轉進不分系。一路上，她時常焦慮，花

了許多時間重新認識自我，主動尋找業師與導師諮詢，時時回顧學習歷程，確認目

標。在校內沒有提供對應資源時，她選擇參與實作計畫、實習，並自行集結同學、規

劃課程，邀請講師上課。

現在的她比過往更了解自己，也有明確的方向，但學習過程都是主動出擊，甚至自立

自強。在踏入不分系前，不管是否已找到方向，劉佩宜認為，不分系沒有想像中容

易，最重要的還是自我管理的能力。

高教越趨豐富，「靠自己」尋出路才是真核心

但這種「因為學生讀了不快樂，就幫他們鋪一條方便轉換的新路」做法，卻也不是人

人都抱持正面意見。

台大宣布成立不分系的新聞一上線，就引來許多批評：

▸「寵壞沒定性的小孩」

▸「要是選進了不分系，讀了又不快樂，那麼要怎麼辧？去找一個不分不分系的

系？」

 ▸「讀了四年不分系，就能知道未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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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不知道要什麼，就給不分系；不知道要什麼大學，就給實驗大學；那難道以
後入錯企業，還要幫他們成立一間『實驗企業』嗎？」

不可否認的，創新高教方案或實驗高教都是打破過去單一科系專業下所產生的弊病，

目標是要讓台灣教育有更多樣性，提供與過去僅在教室、課本上，不一樣的學習模

式。但這些不分系、實驗學程，或是未來可能出現的實驗大學，依然受到許多人質

疑。

針對實驗高教的存在與否，台灣青年國際實驗高等教育知行聯盟發起人楊逸帆認為，

教育本應回歸到人與生態上，且高等教育作為形塑社會的存在，大學若不變，社會也

不會改變，更不足以應付影響越趨複雜的天災或國際情勢。

一路以來，學習皆是不分領域、實驗教育出身的楊逸帆說：「實驗教育的人過去的學

習，都需要自發性的去解決各種問題。」

楊逸帆認為，無論未來有無實驗高教，實驗教育學生憑藉著自立自強的精神，都可在

學習或是未來找到自己的出路。

而與實驗教育一樣，看重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不分系，在高教創新踏出了第一步，但

同時也考驗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

大學實驗教育台大

https://www.gvm.com.tw/tags/%E5%A4%A7%E5%AD%B8
https://www.gvm.com.tw/tags/%E5%AF%A6%E9%A9%97%E6%95%99%E8%82%B2
https://www.gvm.com.tw/tags/%E5%8F%B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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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寮隧道「泥貫入體」位移！地面抬升
130cm�高公局回應了

▲中寮隧道4月完成改善工程。（圖／高公局提供）

記者鄒鎮宇／綜合報導

南二高中寮隧道因地質問題，通車後橋梁及隧道不斷位移，地面更抬升130公

分，原因為台灣西南部特殊的地質現象「泥貫入體」。高公局表示，4個月前的養

護工程中，已將北邊約100公尺拆除，改以道路形式，目前斷層活動不會影響隧

道結構。

成大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組研究團隊發現，中寮隧

道北洞口連結田寮高架橋道部分，持續發生隧道抬升、橋梁側向位移破壞等情

況，其原因為兩者位於旗山斷層及車瓜林斷層間發生泥貫入體現象。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5%9C%B0%E6%96%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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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局表示，中寮隧道的結構不會受到影響。（圖／高公局提供）

中寮隧道北洞口及橋樑因泥貫入體而抬升，地面猶如擠牙膏般突出，導致上方結

構物遭受破壞，與一般大眾認為位於斷層面會塌陷的印象不同；另外，泥貫入體

為地質作用，由高密度泥體、流體和氣體所組成，以往都發生在海溝之中，中寮

隧道為國內被破壞工程的首例。

高公局表示，相關的養護工程已於4月完工，將中寮隧道北洞口內縮100公尺，並

將左右兩線拆除，田寮3號高架橋則改為道路形式，未來隧道內不會出現地面隆起

的現象，因此結構不會受到影響，希望民眾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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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健署呼籲民眾，趁著父親節開始戒菸，當作給自己與家人的父親節禮物，可撥打免費專線

0800-63-63-63諮詢。（林周義攝）

女兒哭喊爸爸騙人 老菸槍花11個月成功戒菸
中時 林周義13:08 2020/08/07

42歲的溫先生，菸齡已有6年，每天都需抽上20根菸。某次走出家門，在騎樓吸菸時，年幼的女

兒突然哭著跑出來，說爸爸騙人，說要戒菸卻沒戒，令他心疼不已。在戒菸專線的協助下，終於

擺脫老菸槍身分，成為女兒的好榜樣。

根據國健署2018年成人吸菸行為調查發現，男性吸菸率23.4％，換算起來有超過227萬吸菸人

口，其中以36-40歲的年齡層達最多（35.4％），男性約每3人就有1人吸菸。

世界衛生組織（WHO）報告顯示，吸菸及二手菸容易引發癌症、心臟病、中風及慢性肺部疾

病，而殘留於環境中的三手菸會造成兒童認知能力的缺陷，增加嬰幼兒哮喘發作機率。

溫先生原本告訴家人自己要戒菸，但在一次菸癮發作時，走到騎樓吞雲吐霧。女兒發現他在抽

菸，邊哭邊走出家門，說爸爸每次都騙人，還是繼續抽菸。

為了女兒的心願和家人的健康，溫先生決定戒菸，以身作則當女兒的好榜樣。剛開始戒嚴時，沒

有明顯戒斷症狀，有吸菸念頭時就轉移注意力。靠著戒菸專線、醫療團隊的幫助，終於擺脫了老

菸槍身分。

成大醫院家庭醫學部主治醫師陳全裕表示，一般民眾常覺得只靠意志力就可以戒菸，但事實上，

這樣的戒菸成功率只有約5％，若藉由醫療團隊的協助，則可提升至2成，在成大醫院的經驗更可

提升至4成。國健署也呼籲民眾，趁著父親節開始戒菸，當作給自己與家人的父親節禮物，可撥

打免費專線0800-63-63-63諮詢。

(中時 )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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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他當學生會長通過「一中政黨法」又

創魔術方塊社

2020-08-07 14:21  聯合報  / 記者喻文玟／台中即時報導

大學指考今天放榜。台中一中考生韓雲錄取成大法

律系，他高二是學生會長，在任內通過學長們推動

多年的「台中一中學生政黨法」，讓學生在校內可

大學指考今天放榜。 台 中 一 中考生韓雲錄取成 大法律系，他高二是學生 會

長， 在任內通過學長們推動 多 年 的「台 中 一 中學生政黨法」，讓學生 在校內

可 以籌組政黨，又創立魔術方塊社，推廣益智樂趣。記者喻文玟／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3ND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C%87%E8%80%83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4%BE%E6%A6%9C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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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籌組政黨，又創立魔術方塊社，推廣益智樂趣。

雙親都從事醫療工作，一直期望他當醫生，高三走

自己的路，從三類組轉一類組目標考法律系。

韓雲學測國文寫作失利，學測50多級分，考完就準

備指考，並說服雙親想讀法律系。他說，社會價值

對中一中學生賦予很高期望，最好能從事社會高地

位的職業，擔任學生會長推動通過「台中一中學生

政黨法」，發現自己對行政、司法、立法有興趣，

決定轉戰法律系衝刺。

衝刺大學指考，成績380分至390分之間，錄取成大

法律系，未來想成唯一名律師，最終也獲得雙親支

持。

他高中時期投入社團，擔任學生會長時通過「中一

中學生政黨法」，讓高中生可以在校內「組黨」，

轟動全國高中校園，也讓大家更見識到中一中學風

自由、開放。

韓雲說，「學生政黨法」是學長們推動盼立法，校

內學生可自己組黨參選學生會長、學生議長，但外

面政黨勢力不能進入校園，中一中目前有「一中社

會主義黨」「新一中黨」、「友善交流聯盟」3個校

園政黨。

對於魔術方塊的熱情，啟蒙自國中。他說，這個小

方塊對孩子們來說都不陌生，感覺很難，但接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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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著迷，從只會轉一面到整顆，像數學一樣要有邏

輯觀念、理解力、記憶力，對學習有幫助。

韓雲想推廣魔術方塊，他說，魔術方塊不只有正方

形，現在還有很多不同形狀。記者們採訪時，打亂

魔術方塊請他破解，一次28秒、一次20秒破解，未

來希望結識更多同好，也推廣讓小朋友愛上魔術方

塊。

大學指考今天放榜。台中一中考生韓雲錄取成大法律系，他

高二是學生會長，在任內通過學長們推動多年的「台中一中

學生政黨法」，讓學生在校內可以籌組政黨，又創立魔術方

塊社，推廣益智樂趣。記者喻文玟／攝影

指考 成大 放榜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C%87%E8%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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