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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款《AInimal》社群交友APP已有上千名成大學生使用。（陳威廷提供／程炳璋台南傳

真）

成大電機所畢業生一手打造新人工智慧交友APP 成大上千學
生使用

中時 程炳璋16:22 2020/01/18

服役將退伍的陳威廷，在成大電機所念書時，利用人工智慧與大數據一手打造新型交友

APP程式。（程炳璋攝）

這款《AInimal》社群交友APP可分析使用者的性格，讓網友找到最適合的交往對象。

（陳威廷提供／程炳璋台南傳真）

手機世代網路交友頻繁，引來援交、砲友等社會紊亂問題，成大電機所畢業的陳威廷在

校時組1支團隊，透過人工智慧，一手打造可分析性格的《AInimal》社群交友APP，上

線使用後吸引成大上千名學生加入，未來將逐步仿PTT模式，從成大校園發展到全台高教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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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族群。

24歲的陳威廷正在服役中，有感於這個世代年輕人離不開手機，交友不再像以前需面對

面認識，但交友軟體潛藏欺騙、偽裝等問題，於是找來15人組成《AInimal》團隊，利用

人工智慧科技，研發一款《AInimal》社群交友APP，藉科技過濾，讓網友找到最適合的

對象。

經過1年多，《AInimal》交友APP問世，透過人工智慧與大數據程式，根據網友對話進

行特質分析，分成5類特性，根據人格特質，與其他使用者配對聊天，藉電子寵物養成過

程，深度解出網友個性，另外設計話題延燒指數、抽卡配對等內容。

全台第一款可分析個人性格的APP正式上線，《AInimal》交友軟體在成大校園內已獲上

千名學生加入使用，透過更多人加入APP，累積驗證數據，《AInimal》團隊創造一套商

業模型與行銷方式，因為團隊成績表現亮眼，在成大2019年圓夢計畫中獲人氣獎第3

名，並有陳威廷等3名團員入選美國新創海外培訓計畫，前往美國培訓2個月。

即將退伍投入職場的陳威廷，將這款APP當成人生第一個創業專案，未來希望仿造台大

PTT發展模式，逐步從成大推向各高教體系學校，供大學、專科學生使用。

(中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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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攜手捷易科技合作大腸癌與肝癌人工智
慧影像判讀
文 謝易晏  2020.01.18

科技部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 (MOST AIBMRC)1月16日於成功大學，與加拿大

捷易科技公司 (GenerationsE)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合作開發人工智慧分析肝癌

與大腸直腸癌病理切片，提高罹癌判讀準確率。

成大國際產學聯盟積極向國外拓展，建立產學合作機會，經由加拿大駐台辦事處的引

介，促成MOST AIBMRC與GenerationsE之間的產學合作。MOST AIBMRC專注於智慧醫

療領域，研究範圍包括病理影像切片，致力於發展創新的AI解決方案及培育生醫產業所

需的AI人才。在此產學合作中除了將投入經費與人力，捷易科技也會透過Mitacs計畫，

尋找成大人才與加拿大進行智慧醫療的雙向交流，與成大一同長期培育相關專業的人

才。

科技部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1月16日與加拿大捷易科技公司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

圖/成大國際產學聯盟提供

https://ctee.com.tw/author/samentha-hs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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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合作主要在於大腸直腸癌及肝癌人工智慧數位病理切片的判讀，這兩種癌症都是造

成癌症死因前幾名，只要發現得早都能提升治癒的機會，透過AI人工智慧判讀病理切

片，將有助於提升判斷的準確率、減少人工判讀時間與誤判的可能。

參與備忘錄簽署的成功大學蘇芳慶副校長表示，成功大學一直將智慧醫療視為重要發展

項目之一，與企業共同合作將加速將成大的優良研發成果於實際的臨床場域應用，讓智

慧科技協助醫護專業，將病患照顧得更好。此次與捷易科技的產學合作，能夠讓癌症診

斷準確率更上一層樓，開啟未來與加拿大更多的合作可能性。

加拿大駐台辦事處的朱林副處長表示，加拿大政府非常支持AI產業的發展，在2016-2017

年投資超過13億加幣(約近300億台幣)在人工智慧發展上，持續至今，加拿大政府已投入

了數十億美元用於人工智慧研究和開發，包括建立專門的研究機構和培養AI專家，形成

一個豐富的人工智慧生態系統，包括60多個實驗室、650家新創公司、40多個

Accelerators，將人工智慧應用於醫療、金融、製造業等領域。2020年是｢加台創新交流

年」，加拿大辦事處樂見促成捷易科技公司與成大在智慧醫療應用上的產學合作。

捷易科技公司專長於人工智慧影像辨識，並將此技術延伸應用於醫療上，提供醫療影像

辨識的技術服務，在大腸直腸癌的智慧診斷準確度已經可達到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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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電機系研究所一年級的賴姓同學（右二）與大四的高姓同學（左一）攔下搶奪犯，

接受台南市警局長周幼偉表揚。（翻攝照片／程炳璋台南傳真）

防搶演練後真搶 成大2男生攔匪
中國時報 程炳璋 、台南04:10 2020/01/19

台南市警一分局14日才剛在東區舉辦辣妹扮搶匪的防搶演練，3天後果真有人在銀行前搶

劫。蘇姓男子17日晚間趁郭姓婦人在長榮路一家銀行的自動櫃員機存款時，從後方搶走

2000元逃逸。兩位成大電機系學生聽聞搶劫，第一時間上前攔住搶嫌，全案訊後依搶奪

罪嫌移送法辦。

台南市警局長周幼偉獲報，表揚兩名成大電機系學生。成大電機系教授謝明得在尾牙餐

會上，得知學生見義勇為的事蹟，也讚賞年輕人勇氣可嘉，自己與有榮焉。

農曆年前宵小橫行，台南市各警分局近日才剛分別舉辦防搶演練；但前天晚間6時20分

許，東區長榮路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外，就發生搶案。69歲郭姓婦人在銀行外自動櫃員機

準備存款時，才剛放進2000元，34歲的蘇男便趁其不備，從後方搶走她放在櫃員機的鈔

票，拔腿就跑。

蘇男才跑十幾公尺，就在一家火鍋店門外遇上成大電機系高姓大學生與電機研究所賴姓

研究生，2人原本在火鍋店門口，等候老師與同學一起吃尾牙，聽見有婦人大喊搶劫，就

看到蘇男在前方奔跑，立刻合力將對方攔下；一旁正在路口交通疏導的警員見有人喊搶

劫，連忙趕來壓制蘇嫌，並呼叫同事支援，將他帶回警局。蘇嫌警訊中胡謅「有個聲音

叫我去拿錢」，訊後依搶奪罪嫌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

#防搶 #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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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電機系研究所一年級的賴姓同學（右二）與大四的高姓同學（左一）攔下搶奪犯，

接受台南市警局長周幼偉表揚。（翻攝照片／程炳璋台南傳真）

2成大電機生勇攔搶犯 教授尾牙讚賞
中時 程炳璋10:53 2020/01/18

台南市東區警方14日才舉辦辣妹扮搶匪的防搶演練，17日真的有人在銀行前行搶。蘇姓

男子17日晚間6時20分趁郭姓婦人在長榮路一家銀行外的自動櫃員機存款時，從後方搶

走2000元逃逸，這次第一時間逮人的不是警察，而是兩位成大電機系學生，蘇嫌遭搶奪

罪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

國年前宵小橫行，台南市東區警方14日才舉辦過年防搶演練，17日晚間6時許在長榮路

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外發生真實搶案。69歲郭姓婦人到銀行外的自動櫃員機存款，她剛

放進2000元，34歲蘇嫌趁其不備，從後方搶走她放在櫃員機的鈔票，拔腿就跑。

蘇男才跑10幾公尺，就在一家火鍋店門外遇上成大電機系大學生高姓學生與研究所的賴

姓研究生，兩人正在火鍋店門口等候老師與同學一起吃尾牙，看見一名婦人大喊搶劫，

蘇嫌在前方奔跑，立刻合力將蘇男攔下。

一旁正在路口交通疏導的警員見人喊搶劫，連忙趕來，壓制蘇嫌，並呼叫同事支援，將

他帶回警局。

落網的蘇嫌胡謅「有個聲音叫我去拿錢」，仍遭警方依照搶奪罪嫌移送台南地檢署偵

辦。

兩位成大電機系學生獲得台南市警局長周幼偉表揚，電機系教授謝明得在尾牙餐會上得

知學生見義勇為事蹟，讚賞年輕人的勇氣可嘉，自己與有榮焉。

(中時 )

#成大 #銀行 #成大電機 #學生 #電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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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成大蟬聯企業最愛 輔仁大學重回冠軍
2020年01月17日

【記者賴玟茹／綜合報導】人力資源網站17日公布2020企業最愛大

學調查結果，顯示最受企業青睞的「公立大學」，仍由台大、成大獲

得冠、亞軍；「公立技職校院」由台北科技大學再度獲第一，台灣科

技大學居次；「私立大學」輔仁大學翻轉名次重回第一，中原大學排

名第二；「私立技職校院」由致理科技大學再度蟬聯。

1111大學網17日公布2020企業最愛大學最新調查結果，公立大學由

台大、成大排名第一、第二；私立大學的部分，則由輔仁大學重回冠

軍寶座。另在雇主最愛國立大學前5名，依序為台大、成大、政大、

清大、交大，私立大學排名前5名則分別為輔仁、中原、東吳、逢

甲、淡江大學。

而在公立技職校院方面，仍由台北科技大學奪冠，其次為台灣科技大

學；私立技職校院部分，致理科技大學再度獲得第一，龍華、德明、

明新科大則緊追在後。

1111人力銀行職涯發展中心總經理李大華表示，目前台灣處在一個

產業轉型的關鍵點，就2020企業最愛大學的調查進行分析，發現具

完整學系的綜合型大學，能提供給在校生更多跨領域的資源，受到企

業主較多青睞，台灣大學也是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學，在最新的全球

最佳大學排名裡，大幅前進50名，研究品質、影響力評比都有提升，

在企業主心中排名也很高。

李大華補充，未來能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空間的校院將會是主流，近年

大專校院開始仿效歐美等國走向聯盟，藉由整合各校研究、教學資

源，提高國際能見度及競爭力，在擁有各校風格的前提下，發揮系所

互補的作用，對於就讀的學生來說，能跨校系選修課程，發揮加乘的

效益，也代表著未來人才，不能只限於單一專長，還需具備跨領域能

力，才會擁有自身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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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成大蟬聯企業最愛 輔仁大學重回冠軍

更新: 2020-01-17 8:46 PM    標籤: 人力資源, 企業主

【大紀元2020年01月17日訊】（大紀元記者賴玟茹台灣台北報導）人力資源網站17日公

布2020企業最愛大學調查結果，顯示最受企業青睞的「公立大學」，仍由台大、成大獲得

冠、亞軍；「公立技職校院」由台北科技大學再度獲第一，台灣科技大學居次；「私立大

學」輔仁大學翻轉名次重回第一，中原大學排名第二；「私立技職校院」由致理科技大學

再度蟬聯。

1111大學網17日公布2020企業最愛大學最新調查結果，公立大學由台大、成大排名第

一、第二；私立大學的部分，則由輔仁大學重回冠軍寶座。另在雇主最愛國立大學前5名，

依序為台大、成大、政大、清大、交大，私立大學排名前5名則分別為輔仁、中原、東吳、

逢甲、淡江大學。

而在公立技職校院方面，仍由台北科技大學奪冠，其次為台灣科技大學；私立技職校院部

分，致理科技大學再度獲得第一，龍華、德明、明新科大則緊追在後。

1111人力銀行職涯發展中心總經理李大華表示，目前台灣處在一個產業轉型的關鍵點，就

2020企業最愛大學的調查進行分析，發現具完整學系的綜合型大學，能提供給在校生更多

跨領域的資源，受到企業主較多青睞，台灣大學也是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學，在最新的全

球最佳大學排名裡，大幅前進50名，研究品質、影響力評比都有提升，在企業主心中排名

也很高。

李大華補充，未來能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空間的校院將會是主流，近年大專校院開始仿效歐

美等國走向聯盟，藉由整合各校研究、教學資源，提高國際能見度及競爭力，在擁有各校

風格的前提下，發揮系所互補的作用，對於就讀的學生來說，能跨校系選修課程，發揮加

乘的效益，也代表著未來人才，不能只限於單一專長，還需具備跨領域能力，才會擁有自

身競爭力。◇

責任編輯：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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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企業「最愛大學」出爐！各校排名大翻轉：黑
馬曝光
編輯中心 / 綜合報導 - 2020-01-18 10:30:42

2020 大學學測 在 1 月 17 、 18 日展開，今年約有13.3萬人報名應考。而今年最受企業界愛戴的大學調查也同步

出爐，其中私校部分更是排名大翻轉，由「輔仁大學」奪回久違的私校寶座，還有排名瘋狂攀升的「黑馬」學校

曝光。

據 1111 大學網的「 2020 企業最愛大學」調查，今年最讓雇主感到滿意的公立大學持續由台大、成大穩坐冠亞

軍。私立大學的部分，排名翻轉，由輔仁大學重回睽違許久的冠軍寶座，中原大學則以些微票數落差緊追在後，

東吳大學則成為黑馬一舉前進 3 個名次，躍上第 3 名。

而在公立技職校院，依舊由台北科技大學掄元，台灣科技大學居次，私立技職校院方面，則由致理科技大學再度

蟬連冠軍，龍華、德明、明新緊追在後。

▲2020 企業最愛大學排名曝光。（圖／翻攝 1111 大學網）

1111 人力銀行職涯發展中心總經理李大華分析，台灣正處於產業轉型的關鍵時刻， 2020 企業最愛大學，具完整

學系的綜合型大學，在跨領域的應變力上能提供給在校生更多的資源，較為受到企業主青睞。

李大華也指出，台大是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學，在最新公布的全球最佳大學排名中大幅前進 50 名，研究品質與

影響力兩項評比雙雙提升，在企業主心目中也名列前茅，成大則更是南部的學術重鎮，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往

世界一流頂尖大學邁進。

而睽違三年重新回到私校冠軍的輔仁大學，是臺灣少數擁有附屬醫

院、系所幾乎涵蓋所有領域的綜合大學，雙主修及輔系學生數更是私立大學之最，外語學院的龐大師資群也讓各

系所在全球化趨勢下，具備足夠的全球移動力，為學生表現大幅加分。

李大華也指出，近年台灣大專院校已經開始效法歐美等國走向聯盟，整合各校的研究與教學資源，藉由校際合

作，提高國際能見度，同時也保有各校風格，發揮系所互補的功能。開放跨校系選修課程、共享教學資源，發揮

「 1+1大於2 」的效益，吸引應屆學子的關注。（編輯：潘毅）

▲學測第二天登場。（示意圖／記者葉政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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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企業最愛大學出爐》不過學歷光環1年就消失 如何保鮮更重要

109大學學測於17、18日登場，高三學生努力衝高成績，就是希望之後選校系時能有更多選擇，

若還沒有屬意的大學，或許人力銀行 新公布的「2020企業 愛大學」可以成為參考的依據之

一。

企業最愛大學台大、輔大奪冠

調查結果顯示， 讓雇主滿意的公立大學持續由台大、成大穩坐冠亞軍；私立大學的排名則出現

變化，輔仁大學睽違4年重回冠軍寶座，近幾年的冠軍中原大學則稍稍下滑一名，東吳大學則成為

黑馬一舉前進3個名次，獲得第三名；而在公立技職校院，依舊由北科大掄元，台科大居次，私立

技職校院方面，致理科大則是從2016年至今從未離開冠軍寶座。

1111人力銀行職涯發展中心總經理李大華說明，實際上台大與成大的問卷分數相當接近，兩所學

校也是各擅勝場，所以廣受好評；至於輔仁大學為何能重回寶座，他認為，與輔大台灣少數擁有

附屬醫院、系所幾乎涵蓋所有領域的綜合大學有關，且雙輔修與輔系學生數又是私立之 ，可替

學生加分。

秦宛萱 2020-01-18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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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比較北科大與台科大，李大華分析，北科大勝出的關鍵在於其著重與業界接軌，可學校的

設備精良且跟得上業界，讓學生與市場不脫軌，而台科大則是外籍學生的 愛，其海外研究生人

數與台清交成等頂尖大學相當；而私立技職校院的常勝軍致理科大，李大華則對其推動證照不遺

餘力印象相當深刻。

學歷光環1年就會消失，科大生4年10多張證照到手

不過，即便進入好大學，也絕對不是從此一帆風順的保證，有超過6成的雇主認為學歷的光環在職

場的影響力不會超過一年，甚至其中有4成2認為學歷的光環在半年內就不再具有影響力，因此，

在大學4年裡你做了甚麼將會是關鍵。

致理科大畢業的則惟，手中握有10多張金融從業人員相關證照，包括信託人員、期貨人員、高級

業務員以及通過投資圈含金量 高的CFA（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特許金融分析師）證照的

Level1考試，也因此讓他有5家金控公司爭相應聘。

雖然則惟一次就順利通過CFA證照Level1的考試，但其背後其實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準備，當別人在

夜唱玩樂的時候，他則是每天到K書中心報到，一待就是5個小時起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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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A證照有金融界黃金證書之稱，須通過3級考試並擁有4年符合規定的投資相關工作經驗才能取

得CFA持狀人頭銜，據報導臺灣從業人員僅近500人拿到該證照。

則惟說，未來他將持續努力直到真正成為特許金融分析師，因為在考試的過程中，不僅能充實專

業知識，也可透過協會交流，認識金融產業中高階人才，拓展人脈。

能專精一個領域很好，但企業更看重軟實力培養

除了考取證照，有人則透過打工充實自己的履歷。目前大四的阿昇，已經成功面試上日商汽車製

造商的設計工程師，底薪加獎金及年終，折合台幣約月薪10萬，預計將於明年4月赴日工作，而敲

門磚是一次偶然的打工經驗。

阿昇表示，在面試時就可以感受到對方對於自己先前打工時，拿下日商電器銷售業務第一名的佳

績感到非常有興趣，進而跟面試官聊得很熱絡。「如果面試你都跟他聊不來，之後進公司怎麼

辦」，他直言，日本企業比起專業，他們更在意你的人格特質，以及你有沒有日本社會經驗、能

不能融入日本環境。

但令人想像不到的是，這次的面試機會來自於阿昇打工時自己印的名片，他說「我突然有一天就

想說自己來印個名片好了，反正一盒才300塊，只要別人有打回一通電話就回本了」，果然，等待

他的是一個讓別人欣羨的機會。

至於學校他始終認為，「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大學是探索人生的地方」，阿昇表示，有別於臺

灣企業追求「即戰力」，日本會給新鮮人3個月到半年的培訓時間，所以日本有很多零基礎的文組

生 後在寫程式，而大學給予他 大的養分是豐富的通識課程，讓他接觸到各個領域，原來不感

興趣的茶藝，哪知道在一次去當翻譯的機會就派上用場，直接與對方有話題可以交談。

因此，李大華勉勵學生，學校除了給你好看的學歷、讓你培養能力外，還會有很多機會讓你培養

軟實力，如溝通、團隊合作等，務必把握機會，且越來越多企業主會從新鮮人的實習經驗與社團

活動參與等經歷，去挖掘新鮮人的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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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最愛大學 台大、輔大分獲公私立冠軍

根據1111⼤學網最新的「2020企業最愛⼤學」調查結果顯⽰，今年最讓雇主
感到滿意的公⽴⼤學持續由台⼤、成⼤穩坐冠亞軍；私⽴⼤學排名翻轉，由
輔⼤重回冠軍寶座，中原緊追在後，東吳⼀舉前進三個名次，獲第三名；公
⽴技職校院由台北科技⼤學掄元，台灣科技⼤學居次，私⽴技職校院由致理
科技⼤學蟬連冠軍，⿓華、德明、明新緊追在後，且名次多有前進。

1111⼈⼒銀⾏職涯發展中⼼總經理李⼤華表⽰，台灣正處於產業轉型的關鍵
時刻，分析「2020企業最愛⼤學」調查，具有完整學系的綜合型⼤學，在跨
領域的應變⼒上能提供給在校⽣更多的資源，較為受到企業主⻘睞，其中台
⼤是規模最⼤的綜合性⼤學，在最新公布的全球最佳⼤學排名中⼤幅前進50

名，研究品質與影響⼒兩項評⽐雙雙提升，在企業主⼼⽬中也名列前茅，成
⼤更是南部的學術重鎮，⿎勵學⽣跨領域學習，往世界⼀流頂尖⼤學邁進。

2020-01-17 15:16 經濟日報 記者楊伶雯／台北即時報導

台⼤校⾨。本報資料照⽚

讚 1,085 分享 Y ⽤LINE傳送
,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0/01/14/realtime/7335764.jpeg&x=0&y=0&sw=0&sh=0&sl=W&fw=650&exp=3600&exp=3600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s%3A%2F%2Fmoney.udn.com%2Fmoney%2Fstory%2F5648%2F4293782&display=popup&ref=plugin&src=like&kid_directed_site=0&app_id=26784655005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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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違三年重新回到私校冠軍的輔⼤，是台灣少數擁有附屬醫院、系所幾乎涵
蓋所有領域的綜合⼤學，雙主修及輔系學⽣數更是私⽴⼤學之最，外語學院
的龐⼤師資群也讓各系所在全球化趨勢下，具備⾜夠的全球移動⼒，為學⽣
表現⼤幅加分。

科技⼤學部分聚焦於與產業密切接軌的台北科技⼤學，打造與業界同規格的
實驗室，從實務教學中為學⽣們技術扎根，私校科⼤冠軍致理科技⼤學，致
⼒於商務專業與應⽤⾯向，創造⾼「雇主滿意度」，在少⼦化的嚴峻環境中
逆勢抗跌。值得⼀提的是明新科⼤近年在國際⼤賽中⼤放異彩頗有斬獲，時
尚造型與設計系連續在韓國⾸爾國際美容藝術⼤賽包辦⼤獎，為在校⽣開創
更多職涯可能性。

李⼤華表⽰想要躍升為世界⼀流的⼈才搖籃，能為學⽣提供多元學習空間的
校院是未來主流，近年來⼤專校院已經開始效法歐美等國⾛向聯盟，整合各
校的研究與教學資源，藉由校際合作提⾼國際能⾒度與競爭⼒，在保有各校
⾵格的前提下發揮系所互補的功能，同時提供更多資源，對於就讀的學⼦來
說，可以跨校系選修課程、共享教學資源，發揮「1+1⼤於2」的效益，這也
代表未來⼈才的發展趨勢，不拘泥於單⼀專⻑，具備跨領域能⼒的跨界⼈
才，才是最具競爭⼒的當紅炸⼦雞。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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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最愛大學 臺大、輔大分獲公私立冠軍 北科大、致理科
大稱霸

2020/1/17 下午 04:58 記者林育如/綜合報導

 
圖說：左起:社會新鮮人則惟/致理科大校長陳珠龍/1111人力銀行職涯發展中心總經理李大華/明新科大
校長林啟瑞/社會新鮮人阿昇/大二生怡蒨/臺師大職涯發展中心執行長王敏齡

 

109學年大學學測在1月17日登場。莘莘學子、家長及業界最關心的2020年企業最愛大學有哪些，新鮮
人又該具備哪些特質才能在職場上無往不利呢？根據1111大學網最新的「2020企業最愛大學」
(https://hs.1111.com.tw/collegeFavorit.aspx)調查結果顯示，今年最讓雇主感到滿意的公立大學持續由臺
大、成大穩坐冠亞軍。私立大學的部分，排名翻轉，由輔仁大學重回睽違許久的冠軍寶座，中原大學

則以些微票數落差緊追在後，東吳成為黑馬一舉前進三個名次，榮獲第三名殊榮。而在公立技職校

院，依舊由臺北科技大學掄元，臺灣科技大學居次，私立技職校院方面，則由致理科技大學再度蟬連

冠軍，龍華、德明、明新緊追在後，且名次多有前進。

1111人力銀行職涯發展中心總經理李大華表示，臺灣正處於產業轉型的關鍵時刻，分析「2020企業最
愛大學」調查，具有完整學系的綜合型大學，在跨領域的應變力上能提供給在校生更多的資源，較為

受到企業主青睞，其中臺灣大學是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學，在最新公布的全球最佳大學排名中大幅前

進50名，研究品質與影響力兩項評比雙雙提升，在企業主心目中也名列前茅，成大更是南部的學術重
鎮，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往世界一流頂尖大學邁進。

而睽違三年重新回到私校冠軍的輔仁大學，是臺灣少數擁有附屬醫院、系所幾乎涵蓋所有領域的綜合

大學，雙主修及輔系學生數更是私立大學之最，外語學院的龐大師資群也讓各系所在全球化趨勢下，

具備足夠的全球移動力，為學生表現大幅加分。

科技大學部分聚焦於與產業密切接軌的臺北科技大學，打造與業界同規格的實驗室，從實務教學中為

學生們技術扎根，私校科大冠軍致理科技大學，致力於商務專業與應用面向，創造了高「雇主滿意

度」，在少子化的嚴峻環境中逆勢抗跌。值得一提的是明新科大近年在國際大賽中大放異彩頗有斬

獲，時尚造型與設計系連續在韓國首爾國際美容藝術大賽包辦大獎，為在校生開創更多職涯可能性。

https://www.1111.com.tw/news/jobns/131538/
https://hs.1111.com.tw/collegeFavori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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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陳珠龍校長表示，學校成立至今55年，始終堅持專注商業的原則，從早期珠心算到近期
的大數據、AI、區塊鍊，一路走來，配合企業要求來彈性設計課程，達成學用配合目標。態度、品
德、專業是致理科大的辦學宗旨，感謝8萬校友的優秀表現共同打造致理品牌。

明新科技大學林啟瑞校長表示，位於新竹的明新科技大學與企業對接非常密切，可以說是一所產業大

學，不但與周邊的七大工業區結合成立產官學聯盟，更以2+2N的學習制度，培育半導體封測菁英，2
年就學，2年實習，實習期間有津貼、獎學金，就業後年資持續計算，對入學的學生來說等於「入學
即就業」，對於有意投入科技產業園區的學生來說，有相當大的助益。

李大華表示想要躍升為世界一流的人才搖籃，能為學生提供多元學習空間的校院是未來主流，近年來

大專校院已經開始效法歐美等國走向聯盟，整合各校的研究與教學資源，藉由校際合作提高國際能見

度與競爭力，在保有各校風格的前提下發揮系所互補的功能，同時提供更多資源，對於就讀的學子來

說，可以跨校系選修課程、共享教學資源，發揮「1+1大於2」的效益，而這也代表未來人才的發展趨
勢，不拘泥於單一專長，具備跨領域能力的跨界人才，才是最具競爭力的當紅炸子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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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登場 2020年企業最愛大學同步出爐

2020學年度⼤學學測今（17）⽇登場，受少⼦化衝擊，⿓年的⼈數效應不
再，今年報考⼈數下滑，剩下13.3萬餘⼈報名。少⼦壓⼒下⼤學競爭搶才，
跨領域學習成重點，據2020年企業最愛⼤學調查，由台⼤、輔⼤分獲公私⽴
⼤學冠軍，北科⼤、致理科⼤則稱霸公私⽴科⼤。

據1111⼤學網最新的「2020企業最愛⼤學」調查，今年最讓雇主感到滿意的
公⽴⼤學持續由台⼤、成⼤穩坐冠亞軍。私⽴⼤學的部分，排名翻轉，由輔
仁⼤學重回睽違許久的冠軍寶座，中原⼤學則以些微票數落差緊追在後，東
吳成為黑⾺⼀舉前進三個名次，躍上第三名。

⽽在公⽴技職校院，依舊由台北科技⼤學掄元，台灣科技⼤學居次，私⽴技
職校院⽅⾯，則由致理科技⼤學再度蟬連冠軍，⿓華、德明、明新緊追在
後，且名次多有前進。

1111⼈⼒銀⾏職涯發展中⼼總經理李⼤華表⽰，台灣正處於產業轉型的關鍵
時刻，分析2020企業最愛⼤學，具完整學系的綜合型⼤學，在跨領域的應變
⼒上能提供給在校⽣更多的資源，較為受到企業主⻘睞。

其中，李⼤華指出，台灣⼤學是規模最⼤的綜合性⼤學，在最新公布的全球
最佳⼤學排名中⼤幅前進50名，研究品質與影響⼒兩項評⽐雙雙提升，在企
業主⼼⽬中也名列前茅，成⼤更是南部的學術重鎮，⿎勵學⽣跨領域學習，
往世界⼀流頂尖⼤學邁進。

⽽睽違三年重新回到私校冠軍的輔仁⼤學，是台灣少數擁有附屬醫院、系所
幾乎涵蓋所有領域的綜合⼤學，雙主修及輔系學⽣數更是私⽴⼤學之最，外
語學院的龐⼤師資群也讓各系所在全球化趨勢下，具備⾜夠的全球移動⼒，
為學⽣表現⼤幅加分。

科技⼤學部分，聚焦於與產業密切接軌的台北科技⼤學，打造與業界同規格
的實驗室，從實務教學中為學⽣們技術扎根；私校科⼤冠軍致理科技⼤學，

2020-01-17 16:02 經濟日報 記者林于蘅／台北即時報導

讚 0 分享 Y ⽤LINE傳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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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於商務專業與應⽤⾯向，創造了⾼「雇主滿意度」，在少⼦化的嚴峻環
境中逆勢抗跌。

李⼤華表⽰，近年⼤專校院已開始效法歐美，整合各校的研究與教學資源，
⾛向聯盟制度。在保有各校⾵格的前提下，藉由校際合作，提⾼國際能⾒
度，並開放跨校系選修課程、共享教學資源，發揮「1+1⼤於2」效益，吸引
年輕才⼦就讀。

台灣大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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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點預估...台大醫至少59級分 小心超篩變數

2020-01-18 23:39 聯合報 記者陳宛茜、潘乃欣／台北報導

‧對答案看這裡>>109年⼤學學測 各科試題與解答

⼤學學測昨天落幕，升學輔導專家劉駿豪指出，今年五科試題難易程度跟
去年差不多，各校系申請⼊學⼀階段篩選的落點也跟去年差不多。他預
估，台⼤第⼀類組⾨檻四科要五⼗六級分、台⼤第⼀類組頂尖科系為五⼗
⼋級分；台⼤醫學系、⽛醫系⾨檻為五⼗九或六⼗級分。

⾄於清⼤、交⼤與成⼤，劉駿豪預測，台、清、交⾨檻為四科五⼗四級
分；清⼤動機為五⼗六級分、交⼤機械為五⼗五級分。中字輩（中央、中
興等）⾨檻為五⼗級分；頂尖私⼤如中原資⼯系為四⼗六級分。

⼤學學測昨天第⼆天考試，考數學、國⽂寫作及⾃然，考試完後考⽣露出輕鬆神情。 記者曾原信／攝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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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駿豪建議，考⽣可先選卅個喜歡的校系，選出來後先⽤去年分數評估。
在兩年考題程度差不多的狀況下，可先直接⽤去年分數評估考上的可能
性。但要⼩⼼會遇到「超篩」的新變數，因為去年遇上太多同級分，因此
招聯會讓同分超篩的篩選⽅式多了許多新選項，增加錄取新變數。

他舉例，清⼤動機系去年⽐國、英、數、⾃四科級分總和，今年同分超篩
多了⾃然級分的⽐較。交⼤材料系去年⽐英⽂加⾃然，今年先⽐國、英、
⾃三科級分總和，最後⽐英⽂加⾃然級分總和。

劉駿豪因此建議，考⽣選填志願時，先了解去年分數、兩年級分⼈數分
布，並要知道理想系所招⽣名額是否改變，及篩選⽅式是否改變。包括篩
選科⽬倍率與超篩項⽬，考⽣都須清楚掌握。

得勝者⽂教考試策略中⼼主任藍天予建議，考⽣決定要申請的校系前，⼀
定要先上該系網站閱覽⼤⼀課程，思考⾃⼰喜不喜歡；不少⼈⽤成績推估
興趣，但兩者不⾒得畫上等號。親職教育專家楊俐容也說，學⽣若喜歡某
系三分之⼆以上的⼤⼀課程，更適合列⼊志願選項。藍天予說，多數⾼中
⽣常空想未來，不如先認識職業，有助思考將來要念什麼科系。

楊俐容說，選填志願是向內分析⾃⾝興趣、能⼒，同時向外了解各科系和
職業。家⻑的⾓⾊是盡⼒傾聽，若放不下「⾯⼦」、「裡⼦」和「情
感」，恐成「雷隊友」。⽗⺟要練習放⼿和祝福，好的溝通有助化解衝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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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12天 抹香鯨順利野放

小抹香鯨「黑珍珠」4月26日於屏東林邊溪出海口擱淺。（成大鯨豚中心提
供）

2018-05-08 06:00:00

成大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自2010年初成功野放第一隻小抹香鯨「妹妹」

後，昨又順利野放一隻抹香鯨，迄今已成功搶救野放7隻鯨豚。近年在成大教

授王建平與成大鯨豚研究中心團隊、志工及海巡人員努力下，台灣搶救鯨豚

的經驗及技術已是亞洲之冠。

昨天野放的小抹香鯨「黑珍珠」，是4月26日於屏東林邊溪出海口擱淺，經成

大鯨豚研究中心及志工排班照顧、搶救12天，昨野放重返大海。

（記者蔡文居）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18/05/08/15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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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抹香鯨「黑珍珠」經12天搶救，昨順利野放。（成大鯨豚中心提供）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18/05/08/16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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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以為皮蛇好了沒事 研究：增骨鬆、骨折機率

2020-01-18 21:53 聯合報 記者蔡怡真╱台北即時報導

台灣50歲以上的⼈⼝，將近95%都曾罹患過⽔痘，⼀⽣中有1／3的機會
病毒會被活化，⽽且研究已證實帶狀疱疹會增加1.2倍的⾻鬆及⾻折機率
，也會增加中⾵機率，對⻑輩造成極⼤的威脅。因此，專家建議，五⼗歲
以上⺠眾依醫囑接種帶狀疱疹疫苗，對健康有多重保護⼒。

成⼤醫院家庭醫學部主任吳⾄⾏指出，⽬前醫界認為罹患帶狀疱疹代表免
疫系統開始虛弱，是⾝體的警訊。台灣學者曾研究健保⼤數據，在2000
年⾄2012年間分析帶狀疱疹與未罹患者發⽣⾻鬆及⾻折的⾵險⽐例，平
均追蹤了6年，發現帶狀疱疹患者發⽣的⾵險是沒有罹病者的1.2倍。

實際上，帶狀疱疹的發⽣，通常都是年幼時感染⽔痘帶狀疱疹病毒，⼈體
感染⽔痘痊癒後，該病毒並未消失⽽藏在背根神經節，等到免疫⼒下降
時，仍有10%到20%會被活化，像是⽼化、壓⼒、感染、罹患癌症時就
很容易被誘發。尤其⽼化，會使得T淋巴細胞的數量、活化及增⽣能⼒都
下降，⽽這也是帶狀疱疹發病的重要機轉，因此⻑輩就成了⾼⾵險者 。

由於⽔痘與帶狀疱疹都是同⼀種病毒，⽽為了避免幼兒因⽔痘產⽣的嚴重
併發症，國內早在⺠國93年開始推動滿⼀歲嬰幼兒接種⼀劑公費⽔痘疫
苗，也建議滿四到六歲⾃費接種第⼆劑；13歲(含)以上未曾接種疫苗且未
得過⽔痘者，也可⾃費接種兩劑，兩劑間隔四⾄⼋周。

若⼩朋友打過⽔痘疫苗，未來是否會降低罹患帶狀疱疹的機會，台安醫院
⽪膚科主任曾德朋說，打完⽔痘疫苗⾝上就具保護⼒，未來感染的機會就
降低許多。但應該還有不少⼆、三⼗歲年輕⼈沒打過⽔痘疫苗，加上50歲
以上⻑輩⾼達95%都曾罹患過⽔痘，因此，這些族群終⽣仍承擔著⽔痘帶
狀疱疹病毒再活化的⾵險。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4M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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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研究顯⽰，⼤於45歲的族群，帶狀疱疹患者也⽐沒有罹病者增加
31%中⾵機會。其中病灶部位在眼睛周圍的⼈，發⽣機會達4.28倍最驚
⼈。無獨有偶，也有研究發現缺⾎性中⾵及出⾎性中⾵，在帶狀疱疹感染
後⼀到三個⽉發⽣的⾵險，⾼於發病⼀年以上的患者，吳⾄⾏醫師說，這
顯⽰急性期感染，病毒兇猛⼜危險。

另外，也有報告指出，帶狀疱疹患者失智⾵險會增加11%，不過，若患者
接受抗病毒藥物治療，則會減少45%的發⽣機率。罹患帶狀疱疹的⻑輩不
只要擔⼼中⾵、失智的⾵險，擺在眼前最痛苦的則是帶狀疱疹後神經痛帶
來的折磨，且隨著年紀增加、發⽣率愈⾼，60歲以上有50%的機會，75
歲以上發⽣率則⾼達75%。

曾德朋醫師就接獲⼀名70歲的男患者，⾃訴得過⽪蛇，10年來腰際間不
定時抽痛，吃⽌痛藥、喝降⽕氣草藥、連⺠間的斬蛇都試了，都沒有效
果，進出醫院多次，治療上⾮常棘⼿，曾德朋醫師說，最後只能多管⿑下
協助病⼈改善疼痛狀況。

● 帶狀疱疹疫苗⼩檔案

⻑過⽪蛇 也建議積極預防

帶狀疱疹疫苗是⼀種活性減毒疫苗，可提⾼⽔痘帶狀疱疹病毒特異性免疫
⼒，預防成⼈之帶狀疱疹及其併發症。建議施打的對象，為50歲（含）以
上未曾接種過帶狀疱疹疫苗者，不論之前是否有⽔痘或帶狀疱疹病史，建
議接種⼀劑。

因為有研究認為帶狀疱疹即使感染過，再次感染的機會仍⼤。不過，提醒
⼥性朋友，在接種後四週內應避免懷孕。和任何疫苗⼀樣，接種帶狀疱疹
疫苗並不⼀定能對所有的接種者產⽣保護作⽤。⽽常⾒不良反應包括：注
射部位⽪疹、發燒、過敏反應等，如有問題可以詢問專業醫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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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打疫苗是預防帶狀疱疹的⽅式之⼀。圖╱123RF

疫苗﹒患者﹒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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