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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與永豐攜手開辦兩大產業碩士專班。

成大永豐開辦金融界首創「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產碩專班
／

2021/2/26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功大

學與永豐銀行攜手開辦「財務金融」

及金融業界首創的「金融科技與資訊

工程」兩大產業碩士專班，共同培育

新世代人才。2月25日舉辦產碩專班簽

約儀式暨永豐獎助學金頒獎典禮，今

年首次發放數位獎學金。
 

 「國立成功大學永豐商業銀行獎助學金」已邁入第四屆，今（2021）年獎助學金

申請人數突破300人，來自20個國家、61個系所，經過審查，共60人獲獎。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這份獎學金的發放機制並沒有綁定要服務企業的合作關

係，她由衷敬佩也感謝永豐一直以來對於實踐社會責任的堅持。今年雙方合作有了

嶄新突破，成立兩大產碩專班，期望能全面照護到原財金領域與原資工領域的學

生，讓優秀學子在專研原領域外，亦能適切的跨域學習。
 

 成大與永豐共同開辦的產碩專班自今（110）年3月19日啟動首屆招生報名、9月正

式入學，「財務金融」專班名額計10名、「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專班名額計12

名。
 

 除原系所專業課程外，「財務金融」專班與「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專班的學生

也將共同參與指定課程，以培養跨界思維，一起合作創新金融科技專題，並由永豐

高階主管教授最新金融科技發展與實務接軌，安排寒、暑假至永豐銀行實習或提供

論文研究資源等，實習表現優秀者可提前獲得聘用機會，畢業即可就業。
 

 永豐銀行表示，目前銀行最缺的就是垮領域的π型人才，這次的產碩專班，就是希

望透過二年的學習，讓學生同時擁有跨域的思維，以因應未來金融的創新與瞬變。
 

 「國立成功大學永豐商業銀行獎助學金」分為傑出人才獎學金及勵學助學金兩部

分，不限系所、國籍，並開放全校大學部、研究所學生申請。今年獎學金共187人申

請，錄取大學生20位、研究生15位；助學金共175人申請，錄取本地生15位、外籍

生10位。獎學金大學生可獲得5萬元、獎學金研究生可獲得10萬元、助學金本地生及

外籍生皆可獲得8萬元。
 

 舉行頒獎典禮。成大校長蘇慧貞、成大副校長蘇芳慶、永豐銀行總經理莊銘福、

永豐金控數位科技處處長張天豪、永豐銀行數位金融處處長黃品睿、成大電資學院

院長許渭州、成大管理學院院長黃宇翔、成大未來智慧工場主任謝孫源等都到場觀



2021/2/26 台灣數位新聞台/民時新聞Taiwan Digital News

www.enewstw.com/City01.asp?ItemID=93105 2/2

禮。

 永豐銀行2017年起與成大產學合作，預計未來三年達成運用AI人工智慧提升營運

效率、培植數位金融團隊與打造金融生活圈等目標。為促進學用合一，成大與永豐

開辦產碩專班，整合產學資源，提供就學與就業機會，培育更具競爭力的數位金融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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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攜手永豐 開辦金融產碩專班
2021-02-26

成大校長蘇慧貞（右三）、永豐銀行總經理莊銘福（左三）宣布攜手開辦兩大產業碩士專班。 （記
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與永豐銀行攜手開辦「財務金融」及金融業界首創的「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兩大產業碩士專班，二十五日舉辦產碩專班簽約儀式暨永豐獎

助學金頒獎典禮。

成大與永豐共同開辦的產碩專班，自今年三月十九日啟動首屆招生報名、九月正式入學，「財務金融」專班名額計十名、「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專

班名額招收十二名。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期望兩大產碩專班能全面照護到原財金領域與原資工領域的學生，讓優秀學子在專研原領域外，亦能適切的跨域學習。

兩產碩專班的學生除原系所專業課程外，也將共同參與指定課程，一起合作創新金融科技專題，並安排寒、暑假至永豐銀行實習或提供論文研究資源

等，實習表現優秀者可提前獲得聘用機會。

永豐銀行表示，目前銀行最缺的就是跨領域人才，這次的產碩專班希望透過兩年的學習，讓學生同時擁有跨域的思維，以因應未來金融的創新與瞬

變。

另外，昨天也進行成功大學永豐商業銀行獎助學金頒獎，今年申請人數突破三百人，共六十人獲獎，獎學金部分，大學生可獲得五萬元、研究生可獲

得十萬元，助學金部分，本地生及外籍生皆可獲得八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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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攜手成大育才 二大產碩專班啟航
2021-02-25

永豐銀行與國立成功大學啟動產學合作新里程，攜手開辦「財務金融」與金融業界首創「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二
大產業碩士專班，共同培育跨領域數位金融人才。

記者陳建興／台北報導

永豐銀行與國立成功大學今（25）日啟動產學合作新里程，攜手開辦「財務金融」與金融業界首創「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二大產業碩士專班，共

同培育新世代人才。永豐銀行總經理莊銘福今日出席產碩專班啟動儀式時表示，永豐自2017年起與成大合作，現已進入第二階段計畫，預計未來三

年達成應用人工智慧（AI）提升營運效率、培植數位金融團隊與打造金融生活圈等目標；為促進學用合一，永豐與成大開辦產碩專班，整合產學資

源提供就學與就業機會，培育更具競爭力的數位金融人才。

永豐與成大共同開辦的產碩專班將於今（2021）年3月19日啟動首屆招生報名、9月正式入學，名額計「財務金融」專班10名及「金融科技與資訊

工程」專班12名；二大系所學生除專業課程外，也將共同參與指定課程培養跨界思維、一起合作創新金融科技專題，並由永豐高階主管授課時下金

融科技發展與實務接軌，同時安排寒、暑假至永豐銀行實習或提供論文研究資源等，實習表現優秀者可提前獲得聘用機會，畢業即可就業。

永豐銀行表示，企業為因應高階人才需求，可與學校合作申請並經教育部審查通過後辦理產碩專班，與成大合作則可望培育更多具跨域思維的π型人

才，以因應未來瞬息萬變的金融創新與挑戰。

永豐銀行表示，自2017年與成大展開第一階段產學合作，投入信用評等報告、精準行銷、區塊鏈技術研究等，並於校園中設置永豐成大分行；去

（2020）年雙方再擴大交流，推動第二階段產學合作，朝新科技、新架構與新業務等三大面向持續執行多項計畫，除持續結合AI與大數據開發應用

外，更以培植新世代數位金融人才為目標，期待透過跨領域產碩專班計畫，搭建學界、產業與人才的橋樑。

同時，永豐銀行指出，自與成大產學合作以來，為培育更多傑出優秀的學生，每年提供百萬獎助學金開放全校各系所學生申請，今日亦頒發新一年度

獎助學金，除獎勵成績優異的人才外，也協助來台求學的國際學生與弱勢家庭學生得以專注學習，迄今已扶助逾300位海內外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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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銀行與國立成功大學啟動產學合作新里程，攜手開辦「財務金融」與金融業界首創「金融科

技與資訊工程」二大產業碩士專班。（永豐提供）

永豐攜手成大 共同培育新世代人才
中時 黃琮淵15:16 2021/02/25

永豐銀行與國立成功大學今日啟動產學合作新里程，攜手開辦「財務金融」與金融業界首創「金

融科技與資訊工程」二大產業碩士專班，共同培育新世代人才。

永豐銀行總經理莊銘福今日出席產碩專班啟動儀式時表示，永豐自2017年起與成大合作，現已進

入第二階段計畫，預計未來三年達成應用人工智慧（AI）提升營運效率、培植數位金融團隊與打

造金融生活圈等目標；為促進學用合一，永豐與成大開辦產碩專班，整合產學資源提供就學與就

業機會，培育更具競爭力的數位金融人才。

永豐與成大共同開辦的產碩專班將於今（2021）年3月19日啟動首屆招生報名、9月正式入學，

名額計「財務金融」專班10名及「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專班12名；二大系所學生除專業課程

外，也將共同參與指定課程培養跨界思維、一起合作創新金融科技專題，並由永豐高階主管授課

時下金融科技發展與實務接軌，同時安排寒、暑假至永豐銀行實習或提供論文研究資源等，實習

表現優秀者可提前獲得聘用機會，畢業即可就業。

永豐銀行表示，企業為因應高階人才需求，可與學校合作申請並經教育部審查通過後辦理產碩專

班，與成大合作則可望培育更多具跨域思維的π型人才，以因應未來瞬息萬變的金融創新與挑

戰。

永豐銀行表示，自2017年與成大展開第一階段產學合作，投入信用評等報告、精準行銷、區塊鏈

技術研究等，並於校園中設置永豐成大分行；去（2020）年雙方再擴大交流，推動第二階段產學

合作，朝新科技、新架構與新業務等三大面向持續執行多項計畫，除持續結合AI與大數據開發應

用外，更以培植新世代數位金融人才為目標，期待透過跨領域產碩專班計畫，搭建學界、產業與

人才的橋樑。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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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銀行自與成大產學合作以來，為培育更多傑出優秀的學生，每年提供百萬獎助學金開放全校

各系所學生申請，今日亦頒發新一年度獎助學金，除獎勵成績優異的人才外，也協助來台求學的

國際學生與弱勢家庭學生得以專注學習，迄今已扶助逾300位海內外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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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26・文／謝奇

永豐攜手成大 首創兩大產碩專班

(https://cdnclip.azureedge.net/days/20210226/A41AC5/PictureItem_Clipping_02_2__af2bd10ded.jpg?v=03413c36e7db78941553d65406198b03)

●永豐銀行與成功大學舉辦產碩專班啟動儀式，由永豐銀行總經理莊銘福（左三）、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右三）等共同啟動。圖／永豐銀行提供

　永豐銀行與成功大學2月25日啟動產學合作新里程，攜手開辦「財務金融」與金融業界首創「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二大產業碩士專班，共

培育新世代人才。永豐銀行總經理莊銘福出席啟動儀式時表示，永豐自2017年起與成大合作，現已進入第二階段計畫，預計未來三年達成應用

工智慧（AI）提升營運效率、培植數位金融團隊與打造金融生活圈等目標；為促進學用合一，永豐與成大開辦產碩專班，整合資源提供就學與

業機會，培育更具競爭力的人才。

　永豐與成大共同開辦的產碩專班將於3月19日啟動首屆招生報名、9月正式入學，名額計「財務金融」專班10名及「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

班12名；二大系所學生除專業課程外，也將共同參與指定課程培養跨界思維、一起合作創新金融科技專題，並由永豐高階主管授課時下金融科

發展與實務接軌，同時安排寒、暑假至永豐銀行實習或提供論文研究資源等，實習表現優秀者可提前獲得聘用機會，畢業即可就業。

　永豐銀行表示，企業為因應高階人才需求，可與學校合作申請並經教育部審查通過後辦理產碩專班，與成大合作則可望培育更多具跨域思維

人才，以因應未來瞬息萬變的金融創新與挑戰。

永豐銀行指出，自與成大產學合作以來，每年提供百萬獎助學金開放全校各系所學生申請，也協助來台求學的國際學生與弱勢家庭學生得以專

學習，迄今已扶助逾300位海內外學子。

https://cdnclip.azureedge.net/days/20210226/A41AC5/PictureItem_Clipping_02_2__af2bd10ded.jpg?v=03413c36e7db78941553d65406198b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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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銀行總經理莊銘福（左三）、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右三）共同出席產碩專班啟動啟動儀

式。圖／永豐銀行提供

π型人才自己培育 永豐攜成大開二大產碩專班
工商 魏喬怡20:31 2021/02/25

字級設定：小中大特

永豐銀行與國立成功大學25日宣布攜手開辦「財務金融」與金融業界首創「金融科技與資訊工

程」二大產業碩士專班，共同培育新世代人才。永豐銀行表示，企業為因應高階人才需求，可與

學校合作申請並經教育部審查通過後辦理產碩專班，與成大合作則可望培育更多具跨域思維的π

型人才以因應未來瞬息萬變的金融創新與挑戰。

永豐銀行總經理莊銘福25日出席產碩專班啟動儀式時表示，永豐自2017年起與成大合作，現已進

入第二階段計畫，預計未來三年達成應用人工智慧（AI）提升營運效率、培植數位金融團隊與打

造金融生活圈等目標；為促進學用合一，永豐與成大開辦產碩專班，整合產學資源提供就學與就

業機會，培育更具競爭力的數位金融人才。

永豐銀行指出，永豐與成大共同開辦的產碩專班將於2021年3月19日啟動首屆招生報名、9月正

式入學，名額計「財務金融」專班10名及「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專班12名；二大系所學生除專

業課程外，也將共同參與指定課程培養跨界思維、一起合作創新金融科技專題，並由永豐高階主

管授課時下金融科技發展與實務接軌，同時安排寒、暑假至永豐銀行實習或提供論文研究資源

等，實習表現優秀者可提前獲得聘用機會，畢業即可就業。

永豐銀行表示，自2017年與成大展開第一階段產學合作，投入信用評等報告、精準行銷、區塊鏈

技術研究等，並於校園中設置永豐成大分行；2020年雙方再擴大交流，推動第二階段產學合作，

朝新科技、新架構與新業務等三大面向持續執行多項計畫，除持續結合AI與大數據開發應用外，

更以培植新世代數位金融人才為目標，期待透過跨領域產碩專班計畫，搭建學界、產業與人才的

橋樑。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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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永豐銀行指出，自與成大產學合作以來，為培育更多傑出優秀的學生，每年提供百萬獎助

學金開放全校各系所學生申請，今日亦頒發新一年度獎助學金，除獎勵成績優異的人才外，也協

助來台求學的國際學生與弱勢家庭學生得以專注學習，迄今已扶助逾300位海內外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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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成大永豐開辦金融界首創「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產碩專班
Posted By: TainanTalk  二月 25, 2021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成功大學與永豐銀行攜手開辦「財務金融」及金融業界首創「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兩大產業碩士專班，共同培育新世代人
才。2月25日舉辦產碩專班簽約儀式暨永豐獎助學金頒獎典禮，今年首次發放數位獎學金。

（圖說）成大與永豐攜手開辦兩大產業碩士專班，啟動儀式（左起）永豐銀行數位金融處處長黃品睿、永豐金控數位科技處處長張天豪、永豐銀行總
經理莊銘福、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成功大學電資學院院長許渭州、成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黃宇翔。（記者鄭德政攝）
「國立成功大學永豐商業銀行獎助學金」已邁入第四屆，今（2021）年獎助學金申請人數突破300人，來自20個國家、61個系所，經過審查，共60人
獲獎。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這份獎學金的發放機制並沒有綁定要服務企業的合作關係，她由衷敬佩也感謝永豐一直以來對於實踐社會責任的堅持。今年雙
方合作有了嶄新突破，成立兩大產碩專班，期望能全面照護到原財金領域與原資工領域的學生，讓優秀學子在專研原領域外，亦能適切的跨域學習。
成大與永豐共同開辦的產碩專班自今（110）年3月19日啟動首屆招生報名、9月正式入學，「財務金融」專班名額計10名、「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
專班名額計12名。

（圖說）「國立成功大學永豐商業銀行獎助學金」已邁入第四屆，今進行頒獎。（記者鄭德政攝）
除原系所專業課程外，「財務金融」專班與「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專班的學生也將共同參與指定課程，以培養跨界思維，一起合作創新金融科技專
題，並由永豐高階主管教授最新金融科技發展與實務接軌，安排寒、暑假至永豐銀行實習或提供論文研究資源等，實習表現優秀者可提前獲得聘用機
會，畢業即可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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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大校長蘇慧貞（左）率先體驗數位帳戶。（記者鄭德政攝）
永豐銀行表示，目前銀行最缺的就是垮領域的π型人才，這次的產碩專班，就是希望透過二年的學習，讓學生同時擁有跨域的思維，以因應未來金融
的創新與瞬變。
「國立成功大學永豐商業銀行獎助學金」分為傑出人才獎學金及勵學助學金兩部分，不限系所、國籍，並開放全校大學部、研究所學生申請。今年獎
學金共187人申請，錄取大學生20位、研究生15位；助學金共175人申請，錄取本地生15位、外籍生10位。獎學金大學生可獲得5萬元、獎學金研究生
可獲得10萬元、助學金本地生及外籍生皆可獲得8萬元。 
今日舉行頒獎典禮。成大校長蘇慧貞、成大副校長蘇芳慶、永豐銀行總經理莊銘福、永豐金控數位科技處處長張天豪、永豐銀行數位金融處處長黃品
睿、成大電資學院院長許渭州、成大管理學院院長黃宇翔、成大未來智慧工場主任謝孫源等都到場觀禮。
永豐銀行2017年起與成大產學合作，預計未來三年達成運用AI人工智慧提升營運效率、培植數位金融團隊與打造金融生活圈等目標。為促進學用合
一，成大與永豐開辦產碩專班，整合產學資源，提供就學與就業機會，培育更具競爭力的數位金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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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成大、永豐金攜手 合辦金融科技與資工兩大產業碩士專班

2021-02-25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成大 永豐金

成功大學與永豐銀行攜手開辦「財務金融」及金融業界首創的「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兩大產業碩士專班，共同培育
新世代人才。雙方並舉辦產碩專班簽約儀式暨永豐獎助學金頒獎典禮，今年首次發放數位獎學金。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今年雙方合作有了嶄新突破，成立兩大產碩專班，期望能全面照護到原財金領域與原資工領域
的學生，讓優秀學子在鑽研原領域外，亦能適切的跨域學習。

成大與永豐攜手開辦兩大產業碩士專班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A4%A7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B0%B8%E8%B1%90%E9%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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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首創 成大永豐開辦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產碩專班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成功大學與永豐銀行攜手開辦「財務金融」及金融業界

首創「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兩大產業碩士專班，共同培育新世代人才；2月25日舉辦

產碩專班簽約儀式暨永豐獎助學金頒獎典禮，今年首次發放數位獎學金。

「國立成功大學永豐商業銀行獎助學金」已邁入第4屆，今(2021)年獎助學金申請人數

突破300人，來自20個國家、61個系所，經過審查，共60人獲獎。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這份獎學金的發放機制並沒有綁定要服務企業的合作關係，她

由衷敬佩也感謝永豐一直以來對於實踐社會責任的堅持；今年雙方合作有了嶄新突

破，成立2大產碩專班，期望能全面照護到原財金領域與原資工領域的學生，讓優秀學

子在專研原領域外，亦能適切跨域學習。

成大與永豐共同開辦的產碩專班自今(110)年3月19日啟動首屆招生報名、9月正式入

學，「財務金融」專班名額計10名、「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專班名額計12名。
 

除原系所專業課程外，「財務金融」專班與「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專班學生也將共

勁報 2021/02/25 15:18(20小時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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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參與指定課程，以培養跨界思維，一起合作創新金融科技專題，並由永豐高階主管

教授最新金融科技發展與實務接軌，安排寒、暑假至永豐銀行實習或提供論文研究資

源等，實習表現優秀者可提前獲得聘用機會，畢業即可就業。

永豐銀行表示，目前銀行最缺的就是垮領域的π型人才，這次的產碩專班，就是希望透

過2年學習，讓學生同時擁有跨域思維，以因應未來金融創新與瞬變。

「國立成功大學永豐商業銀行獎助學金」分為傑出人才獎學金及勵學助學金兩部分，

不限系所、國籍，並開放全校大學部、研究所學生申請；今年獎學金共187人申請，錄

取大學生20位、研究生15位；助學金共175人申請，錄取本地生15位、外籍生10位；

獎學金大學生可獲得5萬元、獎學金研究生可獲得10萬元、助學金本地生及外籍生皆可

獲得8萬元。

今日舉行頒獎典禮，包括成大校長蘇慧貞、成大副校長蘇芳慶、永豐銀行總經理莊銘

福、永豐金控數位科技處處長張天豪、永豐銀行數位金融處處長黃品睿、成大電資學

院院長許渭州、成大管理學院院長黃宇翔、成大未來智慧工場主任謝孫源等都到場觀

禮。

永豐銀行2017年起與成大產學合作，預計未來3年達成運用AI人工智慧提升營運效

率、培植數位金融團隊與打造金融生活圈等目標；為促進學用合一，成大與永豐開辦

產碩專班，整合產學資源，提供就學與就業機會，培育更具競爭力的數位金融人才。

(于郁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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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育才攬才 推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訓
最新更新：2021/02/25 21:46

（中央社記者謝方娪、潘姿羽台北25日電）業界積極培育人才，永豐銀行今天宣

布，與成大啟動「財務金融」及「金融科技與資工」兩大產碩專班；中壽則推動「精

英躍進計畫」，強化業務素質。

永豐銀行及成功大學今天舉辦產碩專班啟動儀式，雙方攜手開辦「財務金融」以及

「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兩大產業碩士專班，將於3月19日啟動首屆招生報名、9月

正式入學，名額計「財務金融」專班10名以及「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專班12名。

永豐銀行表示，和成大產學合作，是朝新科技、新架構以及新業務3面向持續執行，

除結合AI與大數據開發應用外，更以培植新世代數位金融人才為目標。其中，本次開

辦的「金融科技與資工」專班，就是金融業首創。

永豐銀行指出，課程規劃上，兩系所學生除了學習專業知識外，將共同參與指定課

程，合作創新金融科技專題，以培養跨界思維，並將由永豐銀行主管教授時下金融科

技發展，以便課程和實務有所接軌。

此外，永豐銀行說明，將會安排兩系所學生寒、暑假至永豐銀行實習，或提供論文研

究資源等。

除了金控大力攬才，壽險業也積極強化人才素質，中國人壽推動「精英躍進計畫」，

鎖定專案身分的業務人員，鼓勵晉升襄理，並提供優渥的津貼與補助獎金，最高總計

可領到新台幣45萬及一台iPad；同時，輔導有成的直屬主管也能額外領到最高14.5

萬元。（編輯：張均懋）1100225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i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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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與永豐銀合作開設產業碩士專班 培養

金融數位人才

2021-02-25 17:07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成功大學與永豐銀行110學年起將合作開辦「財務

金融」及金融業界首創的「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

成 大與永豐銀行今天簽約合作 開設新 的產業碩士專班。圖／成 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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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碩士專班，永豐並提供寒暑假實習機會，成績

優秀者，畢業並能馬上獲得就業機會，共同培育新

世代人才。

成大校長蘇慧貞今天與永豐銀行總經理莊銘福共同

簽約合作開班，蘇慧貞表示，兩大產碩專班，將能

同時照顧到原財金領域與原資工領域的學生，讓優

秀學生在專研領域外，還有機會跨域學習，為成全

方位人才。

成大與永豐共同開辦的產碩專班自今（110）年3月

19日啟動首屆招生報名、9月正式入學，「財務金

融」專班名額計10名、「金融科技與資訊工程」專

班名額計12名。

除原系所專業課程外，「財務金融」專班與「金融

科技與資訊工程」專班的學生也將共同參與指定課

程， 以培養跨界思維， 一起合作創新金融科技專

題，並由永豐高階主管教授最新金融科技發展與實

務接軌，安排寒、暑假至永豐銀行實習或提供論文

研究資源等，實習表現優秀者可提前獲得聘用機

會，畢業即可就業。

永豐銀行表示，目前銀行最缺的就是垮領域的π型

人才，這次的產碩專班，就是希望透過二年 的學

習，讓學生同時擁有跨域的思維，以因應未來金融

的創新與瞬變。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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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銀行2017年起與成大產學合作，預計未來3年

達成運用AI人工智慧提升營運效率、培植數位金融

團隊與打造金融生活圈等目標。為促進學用合一，

成大與永豐開辦產碩專班，整合產學資源，提供就

學與就業機會，培育更具競爭力的數位金融人才。

成 大與永豐銀行今天簽約合作 開設新 的產業碩士專班。圖／

成 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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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開設15+3課程 讓學習更為跨域多元

2021-02-25 17:06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為突破教育部規定大學一學分18小時的限制，同時

給予學生更多跨領域學習的機會，成大創設15+3課

程新模式，讓正式課程提前在15周結束，後3周以

線上學習、實作等跨領域為主，同時 自 110學年

成 大 開設1 5+3課程，讓學習更 為 多元有趣。圖／成 大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8%82%B2%E9%83%A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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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周一不排必修課程，讓周六、日、一的密集跨

域課程更完整。

之前疫情嚴峻期間，不少大學都向教育部提出縮短

大學學分時數，要求放寬現有18小時的限制，但教

育部相當堅持，擔心時數縮短，影響課程完整。

成 大教務長王育民表示， 成 大創設15+3課程新模

式，可以讓學習更為彈性，在上學期已開設8門課，

下學期將再開10門課，課程分散在各學院，未來希

望朝向各系發展，讓各系多數課程都能採15+3模

式。

成大指出，15+3是指目前課程多數是18周完成，一

學分 18 小 時 ，通常每門課兩學分 ，每周上課兩小

時，15+3則是將正式課程在15周內上完，後三周不

同的科系可 以合作 開設跨領域的線上課程或是實

作。

例如地球科學系與光電系就可合併開設後3周課程，

將岩石的研究結合光電，教學生如何鑑定寶石，兩

個系的學生都有跨領域的學習，課程內容也變得更

活潑、實用。

而如果是線上課程，學生可以因此提前放寒暑假，

剩下3周的課程可以視自己的情況而隨時上網學習，

假期延長則可以安排國外遊學或其他學習。



2021/2/26 成大開設15+3課程 讓學習更為跨域多元 | 大學研究所 | 文教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5277045 3/9

王育民表示，以國外大學為例，學期都很短，有9

周、有15周，都是一個一個的Program（計畫、方

案），一個Program可能只有40個學分，所以更彈

性、更容易跨域，有些是密集課程或工作坊，不受

一學期18周的限制。

目前成大將開設的15+3課程，包括楊中平的「西拉

雅語文數位復育及線上教育」、邵揮洲的「科技與

生命價值」、馬薇茜的「傳統戲曲與表演藝術」、

洪郁修的「社群網站研究」、林蕙玟的「文化遺產

創意營銷」等，都相當有趣。

王育民表示，跨領域學習是未來的趨勢，成大為提

供學生更多機會，除了不分系從大一延長到大四，

並開設多元課程，例如周末或寒暑假上課的密集課

程，為了讓周末學習更完整，下學年起，各系周一

不再排必修課，周末課程可延長到周一，解決學生

想跨域又擔心衝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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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大 開設1 5+3課程，讓學習更 為 多元有趣。圖／成 大提供

成 大 開設1 5+3課程，讓學習更 為 多元有趣。圖／成 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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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 五大素養塑造你的未來
2021-02-26 13:02  聯合新聞網 / 台南訊

圖／成 大提供

大一到大四不分系 「College-X」跨領域實作

跨領域已成趨勢，如何成為能夠面對未來問題的人

才，活出自我，才是關鍵！成功大學近年致力推動

跨領域實作課程，除將傳統的大一不分系升級為大

一到大四不分系，真正具體實現跨域學習，成大校

級跨域平台「College-X」近年也開設「新通識」，

引導學生自主性自組課程，在原專業領域之外，選

修各院系認列符合跨領域的課程，直接成為通識教

育學分。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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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近年致力推動跨領域實作課程，讓學生 有 更 多機會
探索自己的興趣，提升學習動力。圖／成 大提供

像是面對科技日新月異，校內推出的「人工智慧數

位痕跡與推測設計工作坊」， 以 人工智慧為 出 發

點，帶領學生想像未來情境，尋找設計可能介入的

切入點。

「學術英文寫作實務工作坊」則邀請論文編修與翻

譯專家「征文」(Uni-edit)總編輯Ozy，針對投稿英

文期刊、研討會文章等，給予有需求的碩博士生最

直接、有效的回饋。

還有，近年來自媒體崛起，成大「College-X」推出

「Podcast和 IG教戰工作坊」，邀請前關鍵評論網

新聞組主編羊正鈺、Podcast節目「雷蒙三十」主

持人侯智薰等實力派講師，指引學生如何成為一個

有觀點的關鍵意見領袖（K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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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跨領域品牌策展實務」、「設計思考與機

器學習遇見防疫素人」等密集式課程，跟隨教授與

業師的腳步，把專業、實用型技能帶著走！

成大教務長王育民說，「一路以來，我們嘗試要建

立彈性的學習制度，除了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同時

也讓他們更能順應產業趨勢。」期望透過新通識，

培育學生 Analytics數據與邏輯、 Brave冒險與實

踐、Communication溝通與敘事、 Design thinkin

g設計思維、Empathy同理心等5大素養。

成大給予學生最大的彈性自主學習，結合9大學院的

教學量能，真正實踐跨域，同時對接聯合國17項永

續發展目標（SDGs）與國際接軌， 發揮大學影響

力，期望與學生並行成長，與世界齊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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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選才偏好，不再獨鍾北台灣

2021企業最愛大學生大調查

文 / 謝明彧    攝影 / 蘇義傑、陳之俊

2021-02-25

瀏覽數 1,000+

逢甲大學躍居企業最愛私校冠軍，圖為重新整修為開放式互動空間的校內人言大樓。

時序進入春天，即將畢業的大學生陸續進入求職熱季，而各企業又盼望招募到
那些人才？《遠見》2021「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結果出爐，除了傳統名校，
不少中部學校獲青睞，原因為何？

過去一年，對許多企業主管、尤其負責招聘的人資單位來說，遊戲規則幾乎都變了！

首先，餐旅零售業的用人取才，上半年，由於疫情高度不確定，讓業績出現了毀滅性的崩跌，偏偏到了下半年，又因為

民眾報復性消費讓營運大爆發，致使，年初凍結的人事，下半年出現了髮夾彎，招聘紛紛回籠。

而對科技業，封城帶動3C產品需求大漲，台灣一躍成為掌握全球科技業命脈的關鍵基地，掀起建廠、增產、搶人潮；

至於傳產製造業，國際消費市場疲軟，台灣又沒有加入RCEP，需求與競爭雙重衝擊下，人才招聘就與科技業出現截然

不同的風景。

值此牌局全亂的時代，企業選人的標準，是否也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

《遠見》每年針對台灣上市櫃公司進行「企業最愛大學生評價調查」，探查企業主心目中「最佳就業力大學」。今年

《遠見》共邀請1718家上市櫃企業參與調查，完成569份有效問卷，回覆率達33.12％，填答數與回覆率雙雙創下新

高，顯示變局下，企業對人才能力更是關心。

此一調查除了以「校別」，進行「大學整體」「國立」「私立」「技職」等「校際排名」；還依據「學科別」，分為文

法商類的「社會人文」「法政」「商管」，理工類的「數理化」「工程」「資訊」，以及民生類的「觀光休閒」「藝術

表演」「農林漁牧」「建築設計」，共三大類十個分榜「學科領域排名」。

此外，今年《遠見》更首度針對「產業別」，調查「資訊科技業」「傳產製造業」「零售服務業」「金融保險業」「文

教傳播業」，找出不同屬性企業心中最佳大學生。

每家企業可選出最愛的前三名學校，計分方式為第一名3分、第二名2分、第三名1分，依照總積分進行排名。2021企業

最愛的大學生，出自哪些學校？企業選才的偏好，又有何變化？

成大、台大蟬聯冠亞軍，逢甲、龍華獲佳績

在2021年的「企業最愛大學生TOP30」總榜中，身為台灣南北最具代表性的兩所頂大，成大與台大畢業生在專業能力

上都備受社會肯定，位處南台灣的成大第七度蟬聯企業最愛大學生冠軍，亞軍則是台灣高教龍頭台大。

https://www.gvm.com.tw/author/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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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學部分，由於產業與人口集中北台灣，北區私校有著地利優勢，輔仁、淡江和中原三所私立名校，多年來獲選為

最受企業好評私立大學前三名。然而今年，台中逢甲大學打破這個慣例，在總榜中一舉躍升拿下私校冠軍！

除了逢甲近年深刻著力於產學接軌的課程轉型外，也呼應了近五年來中台灣人口持續成長、台中自2017年起躍升台灣

第二大城的地域經濟發展趨勢。

私立科大部分，位於新北與桃園交界處的龍華科大，連續三年入榜前20名。龍華率先推出「訂單式就業學程」，以模

組化課程設計，把學生在大學的最後一年課程，轉化為銜接企業的第一年培訓，加上周遭有超過十個工業區，課程接地

氣、實習機會多，成就學生就業好評度居高不下。

亮點1〉中部學校大躍進！

逢甲奪私校冠軍，中正擠進前十

今年調查中的最大變化，是中台灣（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南投）地區大學在排行榜上崛起！

在總榜TOP30中，台中逢甲大學首度拿下私校冠軍，打破過去北區私校獨霸的慣例；嘉義中正大學則打入前十強，比

去年進步10名，是今年的「最佳進步獎」得主。

此外，包括了中興、雲林科大、東海、勤益科大、朝陽科大，中台灣共7所大學入榜前30強，對比南台灣僅入榜5所，

顯示中台灣近年的產業持續發展，帶動企業對在地人才需求與評價上雙雙增長。

台中是台灣產業發展、人口成長最突出的地區。近五年來，台灣超過半數縣市人口衰退，甚至連台北也難逃人口成長趨

緩，但台中不只人口數、結婚率一直維持正成長，每戶平均經常性收入也是成長，人口紅利與消費力道增長，企業在設

點、擴增、招聘上，有更多需求在台中找人。

更重要的，台中相比其他地區，產業結構更多元，不同領域人才都有在地發揮空間。台北主要以金融、商貿最強盛；新

竹由高科技業一枝獨秀；台南以服務和傳產為主；高雄以工業和製造為核心，相較之下，台中可說是兼容並蓄。

台中港帶動台中國際商貿繁榮、金融服務需求；消費市場腹地涵蓋整個中彰投，台中餐旅零售業非常發達，許多知名餐

飲集團都是台中起家；大肚台地是國際知名的精密工業聚落，有「黃金60公里」美名；台積電領頭的中科，帶動近年

台中地區高科技產業新聚落；人口成長和工商需求，進一步帶動台中房地產業井噴，營造、設計人才需求廣。

「不管你是理工、商管、人文還是餐旅出身，都可以在大台中找到適合你專長的工作，」逢甲校長李秉乾分享，當今企

業非常看重產學接軌，學校也努力推動實習、業師等做法，但落實時有個重要外部關鍵，就在於「企業與學校的距離遠

近」，學生多半會就近找實習企業，企業也會協助鄰近學校，避免交通往返白白耗時費錢。

「台中各種產業，正好滿足不同領域的學生，」李秉乾分析，不只許多外地來台中就讀的學生，畢業後就留在台中就

業，企業主對台中地區在地大學培育出來的學生，也留下深刻印象。

當學生有更多機會在學期間就接觸職場與工作環境，進入企業後磨合自然減少，企業對學生也就有更高評價。

亮點2〉人文整合教學決勝！

成大七分榜，皆進入前五

成功大學向來在眾多「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中，多年來一直都蟬聯榜首，是南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頂大，獲得企業主高

評價並不意外。

如果落到不同學科領域的分榜，成大傳統上被外界視為「工程名校」，但是近五年來，成大在「人文法商」類的榜單

中，排名不斷爬升，今年更是文法商三榜全部進入前五名，甚至贏過許多人文法商類傳統名校。

舉例來說，成大在商管類贏過東吳、法政類贏過中正、人文類贏過中山與輔仁；同樣，若從不同產業企業主分析，不管

是資訊科技、傳產製造或零售服務，成大都是企業主心目中的前三名，一掃許多人對成大只是「工程掛帥」刻板印象。

2015年，公衛背景的蘇慧貞，成為成大第一位女校長，也是成大歷來少數不是理工醫學背景出身的校長。她的治校首

要，就是「厚植人文底蘊」，目標是「培植全世界優質公民」，在理工教學外，特別重視人文養成，而這隨著企業對於

人才能力從過往「單一專長」走向「跨域應用」，「懂人文的理工人」或「懂科技的法商人」也成為愈來愈搶手的整合

性人才。

成大是南台灣學院科系類別最多的大學，跨領域學程的組合上，自然比其他學校更具優勢，包括「跨學門」與「跨系

所」兩類，推出金融科技、再生醫學科技、創意設計、循環經濟、鐵道運輸、人工智慧、服務科學、應用哲學、戲劇等

學程。

今年更結合電機、資訊、演算、統計，並跨域物理、醫學做為研究發展主軸的「運算學位學程」，善用成大本身學院的

多元性，進行不同組合。

但蘇慧貞眼中，除了「幫學生組好跨領域套餐」外，她更在意的是成大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模式，是否能幫學生提升「自

我判斷的養成」以及「情境思考的假設」。

這也是成大2018年成立第十學院「College X」的原因，有別於其他學校的跨領域學院，主打幫學生組合好各種熱門的

跨領域學程，成大College X目的是協助現有九大學院的師生全體，讓老師社群與學生群體可以透過教學與研究，練習

「定義未來的新問題」，然後串連不同學院師生，一起定義問題、開展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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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貞發現，年輕學子很容易陷入「規格化」的迷思，什麼目前當紅，大家就一窩蜂地跟上，把讀大學當作是一種「對

價交換」，「但這些預期回報到底建立在什麼樣的假設上，很多人並沒有自己思考過。」

這也正是蘇慧貞上任後，力推厚植人文底蘊的根本原因，希望不管是哪個領域的學生，都能夠學會自己去觀察、理解社

會正在發生哪些變化，再回頭來定義自己需要哪些能力，「而觀察與理解社會，就需要跨域知識，尤其人文素養」。

「這就是未來素養與能力（Future Literacy）的養成，」蘇慧貞強調，產業面對的多半都是未知的問題，當連題目都沒

有時，怎麼去設想未來、思考情境，是比趕快找出解答更重要的一件事。否則，當對問題設想錯誤，再好的解法也無法

走向對的結果，「所以，成大學生能獲得企業肯定，絕對不只是吃苦耐勞、苦幹實幹而已，而是他們不只會解題，更懂

看對問題。」

2021年02月

2021大學暨技職入學指南

Previous

https://www.gvm.com.tw/magazine/special/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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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大咖，勾勤2025高教願景

文 / 謝明彧    攝影 / 陳之俊、蘇義傑、張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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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大學新鮮人，若想掌握2025年世界變局，可透過前輩經驗分享，搭起心目中的願景藍圖！

 分享

分享  複製連結

農曆春節，許多人都會前往拜拜，或是算命、求籤，希望有個冥冥中的指引告
訴自己，來年的重大選擇，如何做出最正確決定？

對於學測結束後準備選填志願的學子來說，趁著這段時間去找落點分析、看趨勢推薦，讓自己有機會選擇一個好的大學

科系，接軌四年後的好工作，也是心中一願。

然而，要理解未來，除了對著看不見的神祈誠心默禱，靠蒐集資訊拆解問題，或許是更可靠的作法。而預測未來的關

鍵，就在於仔細觀察大環境動向，並揣摩自己如果身在該情境，可能遭遇哪些波及？

這件事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不容易。2020年9月，SEMICON Taiwan 2020 國際半導體展展前記者會，全球半導體界

最大封裝與測試大廠日月光營運長吳田玉在開幕演講中，發表一段精采的「如何預見未來」的示範。

遭遇三大黑天鵝，如何化危轉機？

https://www.gvm.com.tw/author/552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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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球政經局勢遭遇「中美貿易戰」「美國總統大選」及「新冠肺炎爆發」這三大黑天鵝，很多廠商都擔心，

台灣半導體產業可能面臨重大磨難與挑戰。這些挑戰，會不會就此讓台灣過去的優勢轉成劣勢？面對難以掌控的未來，

新世代年輕人該如何重塑能力曲線，化危機為轉機？

吳田玉在演講中，展現企業家的觀察銳眼，分析台灣半導體產業興起的原因，並對比2020年變局，點出哪些優勢有可

能轉為劣勢，進而帶出人才轉變的趨向。他首先指出，過去30年台灣高科技產業面臨的三大挑戰：

挑戰1：保護主義

台灣過去是「全球化」的獲利者，在分工、分散、區域平等的趨勢下，半導體業成為世界工廠，建立了完整的產業鏈架

構，生產的晶片，也成為全球高科技產品的主要供應者。

只是這樣的好景，在保護主義形成之後，台灣的產業鏈優勢將逐漸消失。相關業者與政府必須學習在多元的領導市場，

以及共生循環的價值思惟中，做出對應改變。

人才新思惟：除了鑽研技術，必須補上「地緣政治」與「區域性保護主義」等政治經濟學知識。

挑戰2：平行世界

過去，台灣產業也是「單一系統」受惠者，從早年電腦時代追隨世界大廠Wintel聯盟，跟進統一標準，成為世界電腦代

工重要一環；後來追隨美國Apple、Google兩大陣營，成為智慧型手機的關鍵供應商。

但在中美貿易戰與後疫情時代，世界運作極可能出現「非單一系統與法規」，例如中國與歐美恐將走向兩大不同系統，

各自運營各自的市場，讓代工市場彷彿走回從前美蘇兩大強權競合的冷戰年代。未來，業者為了配合中美市場不同的法

規差異，而配置的生產成本、人力資源，將是一大挑戰。

人才新思惟：發展多元化系統，因應平行世界的不同生態系需求。

挑戰3：遠端連結

過去，台灣是「面對面交流」模式的佼佼者，從早年一句英語也不會，提著一卡皮箱走世界，到近年眾多國際客戶都喜

歡到台灣與業者交流，也帶來龐大訂單。很多時候，台灣人英語不夠溜，看似與國外客戶的溝通卡卡，但當客戶一落

地，隨著熱情的人情、豐富的互動，交情馬上升溫，訂單也到手。

後疫情下，「遠端連結」將成為新常態生活的必要選項，各種交易、商展、聯繫都將轉為虛實整合形式。其實，台灣企

業對新興的遠端連結交流模式並不擅長，未來必須克服這個劣勢。

人才新思惟：加強新世代的語言、軟體、遠端應對能力。尤其在台灣疫情和緩的情況下，如何避免讓現在的防疫成功，

變成數位落後，也是挑戰。

吳田玉點出的三大變局，不只影響半導體業，更對應到各行各業，包括傳產、外貿、資訊等從業人員，以及目前就讀相

關科系的大學生，都可從中重新思考自己的新定位，補上新能力。

五大領域領導人，帶你預見未來

近年來，企業對於人才的學用落差多有抱怨，認為當前大學教育方式、授課內容，所教出的大學生「不好用」。然而，

如同教育部長潘文忠在受訪時所言，人才培育不只是政府與學校的責任，企業也應該站出來，提供資源，全方位引領學

生思考未來環境的變化，補強因應就業市場需要的能力。

不少人也許認為，要判斷「未來產業人才能力」，需要具備產業深度知識，對於一個剛考完學測，毫無產業經驗的學生

來說，實在毫無頭緒。更何況，不同產業不同職位，面對的職場情境都不同，如何知道因應未來需要那些能力？

《遠見》「2021大學暨技職入學指南」特別針對高教端就讀人數最多的五大學科領域：工程、資訊、金融、醫療、觀

光，邀請台積電、Google、玉山金控、敏盛集團、老爺酒店等知名企業CEO或人資長現身說法，讓對人才需求殷切、

急迫的企業高階主管，分析2020年變局。

不同產業面對的景氣晴雨表不同，例如資訊與工程大熱、醫療備受重視，觀光卻懸崖墜谷。每個產業的應對之道各有千

秋，但幾位企業CEO與人資長的一致觀察是：企業接下來將面臨強大的「數位轉型」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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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造成國際交流中斷，對傳產、製造、觀光業衝擊最大，無不趁著疫情休養生息期間補強數位落差。透過流程改

善、數據導入、節省成本，做到精準行銷，讓手上的有限資金，轉換為最大效益。

對於資訊、工程、醫療產業而言，疫情減少人際交流，很多時候只能透過手機接觸，也累積出更多的巨量資料，如何把

這些無用的大數據，變成有用的分析工具，成為下一階段的「資訊跨域」焦點。

「本科專業X資訊分析」的數位能力，將是2025年人才最被需要、也最受歡迎的共通新技能。

12位高教領袖， 解構教育變革

企業提出人才願景，但怎麼落實到教育端？

《遠見》邀訪教育部長潘文忠，還有台大校長管中閔、成大校長蘇慧貞、清大校長賀陳弘等多達12所大學端與技職端

的正副校長，分析高教菁英們面對企業提出的人才需求後，大學該怎麼接球？逐一解析未來高教端在課程規劃、能力思

考上的創新思惟。

歸納高教界意見領袖共同思考的關鍵字，就是「跨領域」。

這不是一個新詞彙，是近五年所有大學一致全力推動，教育部設有KPI的教育大方向。然而對學生更重要的關鍵問題

是，跨域固然重要，但究竟該跨到那個領域？

由於很多學子對未來方向茫然，也造成近年大學端最熱門的跨域選項，都集中在人人都說重要的兩大科系：資訊和英

語。反正這兩大領域，已被政府宣示為台灣2030年最重要的人才政策，跟著上船總是不會錯吧？

清華大學是最早力推跨領域學程的頂大之一，清大校長賀陳弘就坦言，實施多年下來，最後能完成跨領域課程的學生，

兩成就是很棒的高標，三成大概已到極限。

數字說明，跨領域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簡單，許多人選修後半途下車，因為發現不是自己興趣。

「學校有責任開出管道，讓學生可以依據興趣和性向做轉換，但不意味每個人都得這麼做，」台大校長管中閔提醒學

生，不要陷入「是熱潮就盲從」的迷思，學校提供資源是希望不要有人想轉或想跨域，卻因為制度而被卡住。但選擇永

遠要回歸自己的核心學習目標：未來的職涯規劃與能力願景是什麼？

「在別人告訴你未來怎麼走最好之前，自己要先思考想要的未來，」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企業CEO和頂大校長只能從

「自己的經驗和立場」給出建議，但未必符合學生的背景。而與其趕著決定，不如先給自己一段靜心思考的時間，想想

喜歡什麼？擅長什麼？未來想要的工作？

蘇慧貞建議今年的大學新鮮人，若想掌握2025年的世界變局，沒有人能百分百預言，但前輩的經驗之談都是豐富「想

像未來」的一塊磚石；何況目前對未來的規劃，都能修正。

築夢踏實，年輕學子不妨透過這本大學特刊的專家之言、專家資源，搭起自己心目中的願景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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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明罕病兒王銜醇52級分 盼讀成大
2021-02-26

港明中學罕病學生王銜醇（中）考出亮麗成績，獲校長劉春福（左）、導師黃俊勝的讚許。 （港明
中學提供）

記者盧萍珊⁄西港報導

大學學測成績出爐，私立港明高中有五名學生四科六十滿級分，另曾獲台南市總統教育獎、全台存活最久龐貝氏患者王銜醇，以四科五十二級分的優

秀表現，希望進入成功大學就讀。

港明高中考國、英、數、自四科六十滿級分的學生有陳薈丞、王鈞亮、莊子誼、田柏瀚、王偉勳；另四科五十九級分四人，陳薈丞加考社會科五科七

十三級分，為全校最高。

港明中學校長劉春福指出，王銜醇三年來每天坐輪椅認真聽課，甚至別的同學可以讀書的時間，他還必須做許多復健，因為手無力，對一般人來說，

最簡單的寫字對他而言格外辛苦，但他仍堅持不放棄，一筆一畫工整的字跡，寫下屬於自己生命成長的故事，勤學態度值得大家效法。

對財經投資、遊戲設計與企業管理都有興趣的王銜醇，希望可以就讀成大的經濟系、資工系及企業管理系。

滿級分的王鈞亮彈一手好琴，不僅通過鋼琴檢定，也是桌球好手，建議考生一週至少寫兩次國文作文，提升寫作能力，未來想當無國界醫生，行醫助

人；田柏瀚將手機視為強化自己學習的利器，記錄不熟悉的英文單字、文章和考題；王偉勳的姊姊三年前以滿級分就讀醫學系，他期望能夠追隨姊姊

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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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競賽展現能力 他錄取成大電機

2021-02-26 13:17  聯合新聞網 / English OK

【文／羅思雅】

畢業於嘉義協同中學科學研究班的黃育庭，從小便

能 動 能靜、積極培養多元興趣， 不僅透過大量活

黃育庭（左三）與團隊於波蘭參加國際青年物理辯論賽，獲得國際賽銅牌
獎。（照片提供／黃育庭）

https://udn.com/author/articles/1015/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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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競賽展現絕佳學習力，也很早就確定朝理工領

域發展的志向。申請大學時 ，他充分掌握備審原

則，以去蕪存菁的備審內容凸顯自身參加校內外競

賽等學習優勢，締造台成清交電機系全部入選的好

成績，最後選擇進入成功大學電機系就讀。

妥善掌握時間 兼顧課業與活動

以電機系為大學唯一申請科系的黃育庭，談起為何

對電機領域情有獨鍾，性向明確的他表示，因為喜

歡理解與思考、不愛強背死記，加上父親鼓勵，認

為工程師薪資與工作較為穩定，因此就讀高中時，

很早就確定要以電機與工程領域作為未來個人申請

學群。

不只明確展現理工志向，黃育庭在音樂、辯論方面

的表現，也成為書審申請的加分亮點。國小開始學

小提琴的他不只自組樂團，還與團員代表學校參加

弦樂四重奏比賽並獲南區決賽第一名。他連續兩屆

獲得「徐有庠盃台灣青年物理辯論賽」金牌，更因

出色表現獲頒個 人傑出獎。隨後，他成 為「國 家

隊」一員，代表台灣飛往波蘭參加第32屆國際青年

物理辯論賽（ IYPT），和來 自德國 、 新加坡、 中

國、南韓、美國等33國辯論好手一較高下，並在強

敵環伺下以穩健台風抱走銅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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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的參賽經歷令人好奇他是如何在學測壓力下

兼顧學業與課外活動，創造如此豐富多采的校園生

活？對此，黃育庭分享自己的時間管理秘訣就是把

事情分成輕、重、緩、急等處理次序，以當下最重

要且急迫的事情為第一優先，並投入 心力專注完

成。像是當時參加弦樂四重奏比賽，他每天利用下

課時間專心練習彈奏；參加青年物理辯論賽時，更

是連續利用四個月的周末於嘉義、台北兩地往返，

與教授討論實驗與理論細節，藉此掌握辯論賽的致

勝先機。

因為花費不少心力投入比賽，使得黃育庭必須更加

專注於課業。以學測為例，他會在第一次複習考前

規畫複習進度表，要求自己考前一周要全部重新複

習一次；但他也談到，有時不見得要完全「按表操

課」，而是可以有所彈性，像是當下心情比較想先

複習英文，就不要勉強自己要依進度表演算數學公

式，以免成效不彰。

回首求學歷程，黃育庭慶幸當初有花時間參加比

賽，因而成為他撰寫備審自傳的好題材。例如他在

自傳中談到如何透過閱讀論文、向學長姐學習設計

實驗架構、使用軟體分析實驗數據等方式克服英文

物理辯論賽的各種挑戰，並提到當自己入選辯論賽

國手時，曾掙扎是否要因學測而放棄資格，幸好因

不放棄的堅持態度，讓他有機會為台灣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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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在自傳中巧妙鋪陳比賽為自己帶來的挑戰與收

穫，並在參賽過程中激發科學研究熱忱與培養實作

能力，進而立定科學志向；並在文末引用溫斯頓・

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說過的名言，「使我

們釋放最大潛能的，不是力量或知識，而是鍥而不

捨的精神。」藉此凸顯優勢，獲得教授青睞。

透過競賽參與、讀書計畫，黃育庭於書審展現強烈就讀動
機，順利錄取成 大 電機。（攝影／羅思雅）

掌握自傳技巧 聚焦個人實力

「書審資料應主題明確，與申請科系相切合，才不

會失焦。」從考完學測的寒假開始準備書審的黃育

庭，一語道出箇中訣竅。他表示，有捨才有得，不

要什麼內容都想放進書審中，精準掌握「重質不重

量」的備審原則。以自傳為例，他的內容是以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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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為主軸，除非國中有很精采的學習表現，否則

不見得要放入其中，以免淪為流水帳。

同時，他也強調應透過書審彰顯自己具備的能力，

以及與申請科系之間的關聯性。例如他參加弦樂競

賽從中培養專注力，參加辯論賽則學到與電機相關

的科研能力、表達力及團隊合作能力。

出色的英語能力也為黃育庭加分不少。他表示，因

父親重視英語教育， 不僅從小讓他就讀雙語幼兒

園，國小至高中更進入協同中學科學班，除有機會

接受外籍教師的全英語教學薰陶外，學校也常舉辦

英語話劇競賽等活動，讓他得以逐步提升英語力。

目前就讀大一的他表示，進入大學才知道原來電機

系課堂都是 用原文書教學，就連作業亦是英文居

多，加上要修課的學分眾多，讓他不禁慶幸自己一

路走來有持續在英語學習下苦功，才能讓英語力為

繁重課業助上一臂之力。

About 黃育庭 

出生：2002年 

學校：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一年級

學歷：基督教協同高級中學科學研究班

錄取：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成功大學電機工程

學系、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交通大學電機工程

學系

我的學習歷程多元表現

https://bit.ly/3bAjh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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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成果：高二獲國際青年物理辯論賽（ IYPT）銅

牌獎；高二獲徐有庠盃台灣青年物理辯論賽金牌

獎、個人傑出獎；高一獲徐有庠盃台灣青年物理辯

論賽金牌獎；高一獲澳門物理學術論證賽最佳團隊

獎（冠軍）；高一獲賽弦樂四重奏南區決賽優等第

一名

社團參與：科學論壇研究社、校內弦樂團中提琴部

首席、微電影社

英語能力檢定： 高三考取TOEIC (L&R) 925分 

社會服務：高一參與台東基督教協同會短宣（暑期

營隊）志工服務、高三擔任英文物理辯論賽助理指

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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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婦大腦當機 竟不識兒女
2021-02-26

醫師李仁傑表示，加護病房譫妄症十分常見，需醫護家屬偕同為患者建立正確認知，找回定向感。
（記者王勗翻攝）

記者王勗⁄台南報導

1名60多歲的婦人日前因泌尿道感染合併急性腎損傷與肺積水，緊急插管住進成大醫院加護病房；然而當病況逐漸改善後，卻出現不睡覺、攻擊醫護

等狀況，甚至有認知障礙、時空錯亂，不認得兒女。成大醫院內科部重症加護科醫師李仁傑表示，這是常見的「加護病房譫妄症」作祟。

所謂的「譫妄症」，係指身體的病痛改變了神經傳導物質的製造及其功能，造成神經元活性失控，進而引發認知功能與行為上的改變。簡而言之，就

是身體的病痛讓大腦「當機」了。主要表現為注意力不集中，以及行為表現出現了急性改變，或是變得時好時壞。

李仁傑指出，譫妄症的發生並不少見，過去曾在一個加護病房內，有2/3的病患被認為有譫妄症。而出現譫妄症是一個不好的指標，即便日後成功出

院，將來也可能會有持續一段時間的認知障礙。

據臨床觀察統計，年紀大、失智症患者、疾病嚴重度高或多重器官衰竭等，都是譫妄症的危險因子。另使用苯二氮平類鎮靜劑也可能影響，目前也建

議加護病房的病患，避免使用苯二氮平類鎮靜劑。

針對譫妄症的治療，目前並無單一有效的方法；僅能透過多管齊下的方式，將影響降到最低。李仁傑強調，早期脫離呼吸器訓練、復健運動，讓病人

的生理狀況及早復原，並於夜間減少侵襲性治療，提供良好的睡眠環境。另外，由醫護人員不斷給予正確人、事、時、地、物認知，家屬也可從旁協

助，藉由孰悉的人、聲音，助患者重新得到定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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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蔡清欽／台南報導】 2021/02/26

婦住加護病房變得不認識兒女 罹譫妄症

▲李仁傑醫師說，譫妄症家屬也可以協助醫護人員，藉由孰悉的人，孰悉的聲音相伴，讓病人

重新得到定向感。（記者蔡清欽攝）

成⼤醫院內科部重症加護科李仁傑醫師指出，1位60多歲⼥⼠因泌尿道感染合併急性腎損傷
及肺積⽔，插管⼊加護病房治療。當病⼈狀況逐漸改善，卻出現不睡覺，並有攻擊⾏為。醫
師使⽤新型鎮靜劑，使病⼈配合接受呼吸訓練，但在脫離呼吸器後，卻⼜變得不認識兒⼥、
說她⽬前在茄萣、她現在要去買菜等話語。

李仁傑表⽰，經評估病⼈為「加護病房譫妄症」，除請家屬進病房陪伴安撫外，也開⽴⾮典
型抗精神藥物，病⼈的睡眠狀況慢慢正常，意識也逐漸恢復以往的⽔準。病⼈對於之前的狀
況沒什麼印象了，就好像在做夢⼀樣。

李仁傑說明，所謂的瞻妄症，是⾝體的病痛改變了神經傳導物質的製造及其功能，造成神經
元活性失控，進⽽引發認知功能以及⾏為上的改變。年紀⼤、失智症患者、⼊加護病房的疾
病嚴重度⾼，或多重器官衰竭等，是加護病房譫妄症的危險因⼦。

譫妄症的發⽣並不少⾒。李仁傑醫師的個⼈經驗，曾經在1個病房內，有3分之2的病⼈被認



2021/2/26 台灣新生報

https://www.tssdnews.com.tw/?FID=12&CID=549825 2/2

為有譫妄症。⽽對加護病房的病⼈來說，譫妄症的出現是⼀個不好的指標，代表預後差，若
能成功出院，將來也可能會有持續⼀段時間的認知障礙。

李仁傑醫師表⽰，譫妄症在⽇常的照顧上，會藉由早期脫離呼吸器訓練、早期復健運動，讓
病⼈的⽣理狀況及早復原；夜間則盡量減少侵襲性治療，提供⼀個良好的睡眠環境，減少病
⼈的睡眠剝奪。家屬也可以協助醫護⼈員，藉由孰悉的⼈，孰悉的聲⾳相伴，讓病⼈重新得
到定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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