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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3日

因應疫情 成大110學年度新生應繳PCR陰性報告
cna.com.tw/news/ahel/202107230147.aspx

2021/7/23 14:04（7/23 14:31 更新）

國立成功大學23日宣布，新生入學前應先繳交PCR篩檢陰性報告，才可入校或申請入宿。
21日至23日已完成約900名研究所新生PCR檢測。（成功大學提供）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
南傳真 110年7月23日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23日電）因應疫情當下迎接110學年度新生入學，國立成功大學今
天宣布，新生入學前應先繳交PCR篩檢陰性報告，才可入校或申請入宿。21日至23日已完
成約900名研究所新生PCR檢測。

因應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成大110學年度新生入學前應先繳交病毒核酸
檢測（PCR）篩檢陰性報告；目前成大已就暑假提早入校、進入實驗室的碩博班新生進行
PCR檢測。

成大21日至23日完成約900名研究所新生PCR檢測；上午檢測，晚上就能得知結果，若是
陰性，隔天可遵照學校科技防疫規範進入研究室從事研究工作。

成大發言人李俊璋今天表示，新生體檢項目分一般項目及高傳染性風險項目，COVID-19的
PCR檢測屬後者。今年因疫情關係，新生入學體檢以PCR為優先執行項目，一般體檢項目
如量測身高、體重、抽血等，9月中旬之後再陸續安排新生體檢。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10723014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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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110學年度新生含碩博班及大一新生共約7000人，2700名大一新生將入住宿舍，校方
將陸續安排於8月26日至9月13日進行PCR檢測。

不入住宿舍的碩博士及大一新生，校方考量居住地遠近，8月11日至25日依台南市、嘉義縣
市、高雄市、屏東縣、雲林縣的順序，以每週3天安排1000人次接受PCR檢測，若無法配
合在成大醫院受檢者，統一安排於9 月14日至16日進行PCR檢測。

另外，成大考量新生PCR檢測是普查性質，決定採取口水PCR，而非相當不舒服的插鼻咽
腔PCR，以照顧受檢者感受。（編輯：孫承武）11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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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3日

全力防疫 成大啟動碩博生新生健檢全面PCR入學好安心
ettoday.net/news/20210723/2038203.htm

▲成功大學啟動碩博士新生PCR篩檢，除保障校園安全，也讓學生學習安心。（圖／記者
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110學年度新生體檢，COVID-19病毒核酸檢測（PCR）列為體檢項目之一，新生
入學前應繳交PCR篩檢陰性報告，始可入校或申請入宿，成大醫院率先針對暑假要提早入
校、進入實驗室的成大碩博班新生，展開PCR檢測，21日至23日已完成約900名研究所新
生PCR檢測，除保障校園安全，也讓學生學習安心。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723/20382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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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鎖定往年暑假便提前入學的碩博班新生，於7月21日至23日進行第一批PCR檢測，
成大6月28日發出通知進行調查，彙整名單後，於7月9日發送採檢簡訊與電子郵件通知，
再分梯次安排至成大醫院進行唾液PCR檢查。7月21日至23日每天上午8時至9時半，分3個
時段辦理，以分散人流。

學生接收到通知後，需先自行上網填答是否願意在成大醫院進行PCR檢測，有意願者列印
及填妥自費同意書，根據分派到的日期與時段，於受檢當日持看診號次、同意書、身分
證、健保卡以及500元PCR檢測費用至成大醫院進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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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發言人李俊璋表示，研究生上午進行PCR檢測，當天晚上就可得知結果，若為陰性，
隔日即可遵照學校科技防疫規範，進入研究室，從事研究工作。成大醫院仔細規劃採檢動
線與採檢時段，避開門診人數高峰時段，全力配合執行新生PCR檢測，更展現超高效率，
力求上午採檢，下午公布檢測結果，讓新生如期進入校園，也守護全校健康安全。

成大附設醫院PCR檢測，原本自費急件為4000元、普件為3000元，但這次配合新生體
檢，只要學生在指定日期與時段，到成大醫院做PCR檢測，檢測費用降為500元。

成大人工智慧與資訊系統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吳少民表示，一早就到成大醫院等候採檢，排
隊的人不多，所以很快就輪到，整個流程大約20多分鐘，相當快速，也出乎他意料的流
暢。吳少民表示，新生做PCR檢測除了讓自己安心，周遭的朋友、學校的老師、同學也可
以更放心，各方面都可以避免受到疫情的影響，原本自費檢測要4000元，這次只要500

元，他覺得負擔不重。

成大臨床醫學研究所新生邱郁庭說，學校為新生安排PCR檢測讓她覺得入校很安心，成大
醫院在動線安排或人員引導都很用心，讓受檢者不用花太多時間或心力就可以輕鬆完成，
採檢的方式用唾液採檢，安全快速，她說500元的採檢費還在她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成大都市計畫所新生邱韻淳認為，在疫情期間，掌握自己的身體狀況，以保障身邊所有
人，是公民的義務，不能只靠政府、學校或其他人的保護，所以接受PCR的檢測，確認自
己的健康狀況，避免病毒的侵襲，是很基本的態度，如果真的感染，也可以提早因應，避
免造成更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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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新生體檢項目分為一般項目及高傳染性風險項目，COVID-19的PCR檢測屬於後者。李
俊璋說，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新生入學體檢以PCR為優先執行項目，一般體檢項目，如
量測身高、體重、抽血等，於九月中之後陸續安排新生體檢。

李俊璋分析，成大執行教職員工生PCR檢測，是以染疫風險的高低作為策略考量，在規劃
上包括教職員工、新生、舊生3大部分，以這些人員的群居、移動和成大科技防疫措施執行
等面向進行綜合評估，再考量醫院執行PCR量能，可分配予教職員工生的檢測量能約每天
檢測400人，所以校方決定針對染疫風險較高族群包括新進教職員工、所有新生及舊生住
宿舍涉有移動風險者，優先執行PCR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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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成大新進教職員工每年約1000人，成大110學年度新生含碩博班及大一新生，合
計約7000人，大一新生將入住宿舍約2700人，學校將陸續安排於8月26日到9月13日上午
進行PCR檢測，當日晚上即可得知結果，若為陰性，當晚即可配合防疫措施入住宿舍。

李俊璋表示，碩博士及大一新生不入住宿舍者，考量其居住地距離台南市之遠近，自8月11

日到25日依台南市、嘉義縣市、高雄市、屏東縣、雲林縣的順序，以每週3日安排1000人
次接受PCR檢測；所有時間無法配合之於成大醫院受檢者，亦將統一安排於9月14日到16日
進行PCR檢測。住宿舍的舊生有移動風險者，於返宿第5天自費500元執行PCR檢測，從端
午節至今，已執行5批次，累計檢測83人，皆為陰性。

成大醫院副院長李經維表示，PCR檢驗成本非常高，空間、設備、人員都需全面動員。
「在平順、流暢過程背後，是錯综複雜的設想、協商、策略修正、硬體實力在支撐。我們
想辦法把大學醫院的量能極大化。」成大醫院投入大量的專業採檢人力、從歐洲進口檢驗
機器，把PCR檢驗量能從最初的1天80、1天200，提高到目前1天可以做2000件。成大醫院
的門診量在今年5月疫情大爆發後，每日約4000到5000人，目前還要加上戶外篩檢站以及
動輒破千人的疫苗接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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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3日

台南成功大學新生體檢 全面PCR檢測
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723003309-260405

成功大學110學年度新生體檢將PCR檢測列為體檢項目之一。(成大提供／曹婷婷台南傳真)

14:192021/07/23 中時 曹婷婷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723003309-26040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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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個別在採檢室自行將唾液滴入唾液盒。(成大提供／曹婷婷台南傳真)

成功大學110學年度新生體檢將PCR檢測列為體檢項目之一，新生入學前應繳交PCR陰性報
告，方可入校或申請入宿，7月21日至23日針對暑假提早入校、進入實驗室的900名成大碩
博班新生PCR檢測，上午檢測，當晚即可得知結果。

成大新進教職員工每年約1000人，今年度新生含碩博班及大一新生約7000人，大一新生將
入住宿舍約2700人，學校將陸續安排於8月26日到9月13日上午PCR檢測，當晚結果若為陰
性，即可配合防疫措施入住宿舍。

成功大學指出，今年因應疫情，鎖定往年暑假便提前入學的碩博班新生，於7月21日至23日
進行第一批PCR檢測， 6月28日發出通知調查，彙整名單後，7月9日發送採檢簡訊與電子
郵件通知，再分梯安排至成大醫院唾液PCR檢查。

學生接收到通知後，需自行上網填答是否願意在成大醫院進行PCR檢測，有意願者列印及
填妥自費同意書，根據分派日期與時段，於受檢當日持看診號次、同意書、身分證、健保
卡以及500元PCR檢測費用至成大醫院進行檢測。

成大發言人李俊璋表示，執行教職員工生PCR檢測，是以染疫風險高低作為策略考量，針
對染疫風險較高族群包括新進教職員工、所有新生及舊生住宿舍涉有移動風險者，優先執
行PCR檢測。住宿舍舊生於返宿第5天自費500元PCR檢測，端午節至今執行5批，共檢測
83人皆陰性。

他說，新生體檢項目分為一般項目及高傳染性風險項目，COVID-19的PCR檢測屬於後者，
今年因疫情關係，新生入學體檢以PCR為優先執行項目，一般體檢項目9月中旬後陸續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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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璋說，碩博士及大一新生不入住宿舍者，考量其居住地距離台南市遠近，自8月11日到
25日依台南市、嘉義縣市、高雄市、屏東縣、雲林縣順序，以每周3日安排1000人次接受
PCR檢測，所有時間無法配合於成大醫院受檢者，將統一安排於9月14日到16日PCR檢測。

成大人工智慧與資訊系統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吳少民認為，新生做PCR檢測除了讓自己安
心，周遭朋友、老師、同學也更放心，且原本自費檢測要花4000元，這次只要500元。成
大都市計畫所新生邱韻淳說，疫情期間，掌握身體狀況不能只靠政府、學校，PCR檢測如
發現感染，也能提早因應。

成大醫院副院長李經維表示，考量新生PCR是普查性質，要照顧受檢者感受，決定採口水
PCR，他說明，不做鼻咽腔PCR是考量對受檢者來說很痛，且施檢者也要相當熟練，才能
準確有效取到樣本，加上執行採檢過程有其風險，真有抗原，會汙染到採檢者，這些都要
考慮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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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3日

成大新生報到自費500元PCR 已完成900人檢測
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613683

成大新生到體檢站報到。（圖由成大提供）

2021/07/23 14:34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成功大學110學年度新生體檢，將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病，
COVID-19）病毒核酸檢測（PCR）列為體檢項目之一，新生入學前應繳交篩檢陰性報告，
才可入校或申請入宿，學生自費到成大醫院檢測只要500元。

成大醫院率先針對暑假要提早入校、進入實驗室的成大碩博班新生，展開PCR檢測。7月21

日至今（23）日已完成約900位新生檢測，以保障校園安全，也讓學習研究不因疫情而中
斷。

成大附設醫院PCR檢測，原本自費急件為4000元、普件為3000元，但這次配合新生體
檢，只要學生在指定日期與時段，到成大醫院做PCR檢測，檢測費用降為500元。

成大發言人李俊璋表示，成大執行教職員工生PCR檢測，是以染疫風險的高低作為策略考
量，在規劃上包括教職員工、新生、舊生3大部分，以這些人員的群居、移動和成大科技防
疫措施執行等面向進行綜合評估，再考量醫院執行PCR量能，可分配給教職員工生的檢測
量能約每天檢測400人，所以校方決定針對染疫風險較高族群包括新進教職員工、所有新
生及舊生住宿舍涉有移動風險者，優先執行PCR檢測。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613683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7/23/3613683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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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璋表示，考量新生PCR是普查性質，決定採取口水PCR，但仍須人工檢驗，研究生上
午進行檢測，當天晚上就可得知結果，若為陰性，隔日即可遵照學校科技防疫規範，進入
研究室，且成醫採檢動線，避開門診人數高峰。

李俊璋表示，碩博士及大一新生不入住宿舍的人，考量其居住地距離南市遠近，自8月11日
到25日依台南市、嘉義縣市、高雄市、屏東縣、雲林縣的順序，以每週3日安排1000人次
接受PCR檢測，若無法配合，亦將統一安排於9月14日至16日進行PCR檢測。

成大人工智慧與資訊系統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吳少民表示，做PCR檢測除了讓自己安心，周
遭老師、同學也放心，避免受疫情影響，500元負擔不重。

成大新進教職員工每年約1000人，而新學年度新生含碩博班及大一新生約7000人；大一新
生將入住宿舍約2700人。

成大新生檢測第一站報到掛號繳費。（圖由成大提供）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7/23/3613683_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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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領取唾液盒、辦理同意書。（圖由成大提供）

成大新生戶外排隊，保持社交距離，等待採檢。（圖由成大提供）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7/23/3613683_3_1.jpg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7/23/3613683_4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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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設置座位等候區，保持社交距離，避免群聚。（圖由成大提供）

第三站採檢區，接受採檢。（圖由成大提供）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7/23/3613683_5_1.jpg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7/23/3613683_6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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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個別在採檢室自行將唾液滴入唾液盒。（圖由成大提供）

學生將檢體放在集中區。（圖由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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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anTalk 2021年7月22日

成大教授蔡明祺 榮獲斐陶斐傑出成就獎與教育部師鐸獎
tainantalk.com/20210722-4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講座教授蔡明祺，榮獲中華民國斐陶
斐榮譽學會第26屆「傑出成就獎」以及教育部110年師鐸獎。

（圖說）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講座教授蔡明祺，榮獲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第26

屆「傑出成就獎」以及教育部110年師鐸獎。（記者鄭德政攝）
 蔡明祺在學術研究、人才培育備受肯定，具有電機電子專業背景的他，致力機電整合教學

與研究，深耕馬達科技研發暨應用30多年，推廣馬達科普教育，前瞻開創國內產學合作模
式，積極培育學用合一的專業人才，對產學界貢獻深遠，被譽為「馬達蔡」。

 研究力求「務實致用」，蔡明祺致力推動產學合作。全國首創「馬達科技研究中心」產學
互動平台，鏈結國內外馬達產業上、中、下游技術交流；成立「馬達智財聯盟」，創立大
學智財資源共享營運機制，率先分享學界創新發明技術，提供業界試用體驗。

 蔡明祺首創「Spin-in產學合作模式」，開設「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設計與驅動」產業碩士專
班，培育超過150位博碩士研究生，協助台灣日立、永大、巨大等馬達應用產業建置自主產
品研發量能，並參與推動中鋼電磁鋼片在高效馬達的產業應用，讓中鋼躋身美國特斯拉電
動車馬達零件供應商。

 

 

https://tainantalk.com/20210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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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校園安全 成大提早完成研究所新生PCR檢測
ner.gov.tw/news/60fa538bca4a210008e459e3

2021-07-23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成功大學PCR檢測

保障校園安全 成大提早完成研究所新生PCR檢測

成功大學110學年度新生體檢，將唾液COVID-19病毒核酸檢測（PCR）列為體檢項目之
一，新生入學前應繳交PCR篩檢陰性報告，始可入校或申請入宿。成大醫院率先針對暑假
要提早入校、進入實驗室的成大碩博班新生，展開PCR檢測。

7月21日至23日已完成約900名研究所新生的PCR檢測，保障校園安全，也讓學生學習、研
究不因疫情而中斷。

 

 

https://www.ner.gov.tw/news/60fa538bca4a210008e459e3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https://www.ner.gov.tw/search?q=PCR%E6%AA%A2%E6%B8%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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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友聯展 刻畫台南記憶
cdns.com.tw/articles/432288

成大藝術研究所在成大藝坊推出「台南．歲月」聯展，待疫情警戒降級後就會開放觀眾入場。（記者施
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即日起到八月底止，在成大藝坊推出「台南．歲月」聯展，邀集十二
名校友用藝術創作刻畫台南記憶。策展團隊表示，已經佈展完成，但由於目前仍在全國疫
情三級警戒，所以先推出線上訪談節目，由藝術家線上帶領觀眾欣賞作品，待下週疫情警
戒降級，就開放讓觀眾進到成大藝坊參觀。

「台南．歲月」展覽由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師生共同規劃策展與執行，邀請包括王怡珽、
張微、張喬涵、張書榕、康雨樂、陳韋寧、陳婉寧、黃中明、黃筠芷、劉相秀、楊君萍和
羅子喬等十二名喜愛藝術、持續有在藝術創作的畢業校友，透過作品來詮釋台南。展覽以
水彩、油畫、插畫、攝影、錄像、電腦繪圖及設計等各式不同的媒材進行創作，展出主題
包含成大校園、孔廟、鹽田、節慶、台南小巷等。

成大藝研所學生陳璵分享，從畫作中可以看見藝術家對台南的想像與記憶，此次參展作品
有藝術家以動物呈現台南，十分特別。藝研所碩一學生劉書婷則表示，對台南最印象深刻
的是豔陽與古城，設計「台南．歲月」聯展海報，以「豔陽」為主視覺，展現台南回憶。

2021-07-23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43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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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藝研所副教授王雅倫表示，這次的聯展也是成大校友回娘家系列活動之一，時隔多年
舉辦校友聯展機會十分難得，每位藝術家都精心挑選優質作品展出。成大藝研所校友表
示，透過聯展加深畢業校友與母校的聯繫，對畢業後不忘藝術熱情，仍在藝術領域努力奉
獻的創作者而言，是很棒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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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歲月 成大藝研所校友聯展搶先聽 | 蕃新聞
n.yam.com/Article/20210722215259

大成報／于郁金 2021.07.22 15:39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即日起到8月31日，在成大藝坊
推出「臺南．歲月」聯展，邀集12位校友用藝術創作刻畫臺南記憶；搭配臺南即將迎來建
城400年，及成功大學創校90週年「藏行顯光，成就共好」主題，成大藝研所在校師生與
王怡珽、張微、張喬涵、張書榕、康雨樂、陳韋寧、陳婉寧、黃中明、黃筠芷、劉相秀、
楊君萍和羅子喬12位畢業校友，透過展覽共同點燃心中暖光。

因應目前全國疫情三級警戒，展覽首先推出線上訪談節目，讓聽眾瞭解展覽緣起與策展過
程。策展團隊表示，將在活動臉書推出導覽影片，由藝術家線上帶領觀眾欣賞作品。展覽
現場已備好限量收藏的作品簡介與觀眾分享，待疫情趨緩，歡迎成大師生與一般民眾前往
光復校區成大藝坊，實際走訪、親身探尋「臺南．歲月」。

成大藝研所學生陳璵分享，從畫作中可以看見藝術家對臺南的想像與記憶；本次參展作品
有藝術家以動物呈現臺南，十分特別，「原來台南不只古蹟、景點，還有可愛的貓貓、狗
狗」。成大藝研所碩一學生劉書婷表示，對臺南最印象深刻的是豔陽與古城，設計「臺
南．歲月」聯展海報，以「豔陽」為主視覺，展現臺南回憶。

「臺南．歲月」展覽由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師生共同規劃策展與執行，邀請活躍於藝術界
或各領域的畢業校友，號召喜愛藝術、持續有在藝術創作的校友透過作品來詮釋「臺南．
歲月」，領略藝術的心靈風景；展覽以水彩、油畫、插畫、攝影、錄像、電腦繪圖及設計
等各式不同的媒材進行創作，展出主題包含：成大校園、孔廟、鹽田、節慶、臺南小巷子
等。

http://n.yam.com/Article/2021072221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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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聯展為成大校友回娘家系列活動之一。成大藝研所副教授王雅倫表示，時隔多年舉辦
校友聯展機會十分難得，每位藝術家都精心挑選優質作品展出。

成大藝研所校友表示，透過聯展加深畢業校友與母校的聯繫，對畢業後不忘藝術熱情，仍
在藝術領域努力奉獻的創作者而言，是很棒的鼓勵。

學校提供校友發表平台有助鼓勵持續藝術創作；在校生也能學習實際策展的過程，成大藝
研所所長吳奕芳認為，透過展覽，建立藝研所每屆畢業校友與在校學弟妹的連結，深具傳
承意義，期許之後可以每年舉辦。

參與策展的藝研所學生黃筱雯表示，從來沒見過學長姐，聯繫策展過程像是認識多位網
友，是很奇妙的互動體驗。

成大藝研所「臺南．歲月」校友聯展 

線上訪談：https://reurl.cc/qg4x4y 

活動專頁：https://reurl.cc/a97o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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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推出臺南．歲月聯展 帶民眾看見臺南記憶
ner.gov.tw/news/60f91f0bca4a210008e0dee7

2021-07-22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成功大學臺南．歲月

成大推出臺南．歲月聯展 帶民眾看見臺南記憶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即日起到8月31日，在成大藝坊推出「臺南．歲月」聯展，邀集12

位校友用藝術創作刻畫臺南記憶。展覽以水彩、油畫、插畫、攝影、錄像、電腦繪圖及設
計等各式不同的媒材進行創作，內容包含成大校園、孔廟、鹽田、節慶、臺南小巷子等。

策展團隊表示，展覽首先推出線上訪談節目，讓聽眾瞭解展覽緣起與策展過程，並將在活
動臉書推出導覽影片，由藝術家線上帶領觀眾欣賞作品。

 

 

https://www.ner.gov.tw/news/60f91f0bca4a210008e0dee7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8%87%BA%E5%8D%97%EF%BC%8E%E6%AD%B2%E6%9C%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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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數位新聞台/民時新聞Taiwan Digital News
enewstw.com/City01.asp

南市勞工局「職安健康新學堂 名人線上來開講」線上課程 首辦職安健康新
議題 廣邀安全伙伴及市民朋友參加

／

2021/7/23

「職安健康新學堂 名人線上來開
講」線上課程例行記者會。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為
落實黃偉哲市長職安城市希望家
園之願景，南市勞工局職安健康
處於今（110）年7、8月創新打
造「職安健康新學堂 名人線上來
開講」線上課程，結合勞動部職
安署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勞
動部職安署南區成大職業傷病防
治中心等資源，辦理2場次「智慧
新科技 健康新議題」線上系列課
程，首場安排於7/24日，邀請成大醫院職業及環境醫學部吳政龍醫師開講
「職業疾病疑義多 名醫開講來解惑」，探討職場安全健康最夯的新興職業病
等認定問題及預防、第二場規劃於8月21日，由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健
康與衛生技術服務處闕妙如處長及黃德琪副處長，分享「AIoT智慧物聯網技
術於職安衛領域之實務運用」。本次創新議題線上課程不僅邀請簽訂安全伙
伴關係的樹谷園區事業單位參加，以強化樹谷園區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文
化，同時亦邀請市民朋友一同學習，上課時段考量學習便利性，特別安排於
周六上午9時至12時，課程完全免費，廣邀大家一起來線上學習。

  勞工局王鑫基局長表示，勞工局職安健康處主要負責勞動條件及職業安全
衛生等二大業務之宣導、輔導及檢查，今年初因應疫情關係，於3月至5月試
辦3場次勞權相關議題線上課程，廣受好評。5月開始因疫情升溫，全國升級
至第三級防疫警戒，實體宣導會皆暫緩辦理，但守護職場安全衛生健康不停
歇，於7、8月再出擊，首次規劃職安健康議題，為讓樹谷廠商安衛職能再躍

http://www.enewstw.com/City01.asp?ItemID=99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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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特邀108年5月27日與勞工局簽訂安全伙伴之樹谷園區事業單位參加這2
場線上直播系列課程。
 局長王鑫基表示，勞工局與樹谷園區簽訂安全伙伴關係，是希望結合彼此
資源，攜手合作提升園區廠家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能力，降低職業災害，
每年依園區產業特性量身打造安全伙伴系列活動，去年以堆高機、施工架、
呼吸防護具等職安衛生議題，透過實作體驗方式，提升危害預防意識，具有
成效。今年雙方再續簽2年伙伴關係，有別以往規劃的議題並首次採線上課
程，結合勞動部職安署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勞動部職安署南區成大職業
傷病防治中心資源，期以新的線上學習管道讓園區廠商對現今日益被重視的
新興職業病議題及智慧物聯網技術運用於職安領域有更深的認知，並加以推
廣，以有限的職安人力更精確辨識職場安全，提升整體安全衛生管理水準，
另為擴大課程效益，亦歡迎市民勞工朋友共同上線學習。
 此外， 由於疫情的變化仍是國人最關心的議題，勞工局王鑫基局長於今日
記者會再次提醒，國內新冠疫情已改變大家既有的生活模式，勞工局亦不斷
因應創新，保障勞工權益，守護職場安全健康，目前疫情已逐步控制，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適度鬆綁部分防疫措施，提醒事業單位仍應持續保持
職場防疫警戒，務必遵循指揮中心管制規定及各主管機關相關鬆綁規範及指
引，大家共同努力，以確保勞工及國人健康。
 臺南市職安健康處陳美顏代理處長表示，近年來隨著產業多元及全球化的
競爭，勞工在職場上常有發生促發心血管疾病的案件，職場壓力造成憂鬱與
職業疾病也多所探討，肌肉骨骼毛病申請職業病的件數也倍數增加，這些醫
療案件是否列屬於職業病，成了職業病探討的主流議題，常有疑義與爭議，
勞工局職安健康處為解惑職業疾病的疑義，特於首場相關線上課程，邀請成
大醫院吳政龍醫師於7/24（星期六）上午9時至12時開講釋疑。吳政龍醫師目
前是勞動部職安署南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的主持人，同時也是成大醫院職業
及環境醫學部的主任，是職業疾病門診主治醫師。
 吳政龍醫師表示，近年來國外已將大數據運用於職業病流行病學上，透過
巨量數據分析，建置高風險職業相關疾病分類，並將其納入相關規範中，以
減少職業病認定疑慮。另也提到職業病認定爭議主要源自於勞保局、醫師及
勞工三方間認知的落差，因此將以法院實際判決案例在保護個人隱私的前提
下與大家分享，讓大家對職業疾病有更近一步的認識。
 此外，由於人工智慧AI 、5G、物聯網、無人機等科技蓬勃發達展，已有業
者實際應用這些技術在職安對於人員管理與訓練、機械設備、環境等面向推
動即時監測、人臉辨識、大數據分析處理等應用，因此8/21（星期六）上午9
時至12時，再規劃一場AIOT（智慧物聯網）技術於職安衛領域之實務運用演
講，透過影片及精闢的講解，讓您大開眼界，原來職場安全衛生管理也可以
這樣科技化！
 二場線上課程精彩可期，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如下：
https://bit.ly/3dNCuD3） ，請勿錯過，每場次開放200名，額滿為止。報名成
功後，將於開課前將視訊會議軟體「U會議」電腦及App安裝說明、登入課程
會議ID，線上課程注意事項等寄送至報名時提供之電子郵件信箱，請參與者
多加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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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健康新學堂 明首場開講
cdns.com.tw/articles/432493

市府勞工局職安健康處將推出「職安健康新學堂、名人線上來開講」兩場次的線上課程。（職安健康處
提供）

記者陳佳伶⁄新營報導

市府勞工局職安健康處推出「職安健康新學堂、名人線上來開講」，將辦理兩場次的「智
慧新科技、健康新議題」課程，首場廿四日安排「職業疾病疑義多、名醫開講來解惑」，
探討新興職業病認定及預防，第二場八月廿一日分享「ＡＩｏＴ智慧物聯網技術於職安衛
領域之實務運用」，課程完全免費，廣邀民眾線上學習，有興趣者趕快線上報名。

勞工局長王鑫基表示，職安健康處三月至五月試辦勞權議題線上課程，廣受好評；七、八
月規劃職安健康議題，邀請樹谷園區等事業單位參加線上直播系列課程。

廿四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安排成大醫院職業及環境醫學部醫師吳政龍開講，將以法院判決案
例分享，讓大家對職業疾病有進一步認識。

此外，人工智慧ＡＩ 、５Ｇ、物聯網、無人機，已有業者實際應用在職安，第二場八月廿
一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由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健康與衛生技術服務處長闕妙如、
副處長黃德琪，主講「ＡＩｏＴ（智慧物聯網）技術於職安衛領域之實務運用」，透過影
片及精闢講解，讓大家了解原來職場安全衛生管理也可科技化。

2021-07-23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43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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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線上課程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如下：https://bit.ly/3dNCuD3） ，每場次開放兩百
名，額滿為止。報名成功後，將在開課前將視訊會議軟體「Ｕ會議」電腦及Ａｐｐ安裝說
明、登入課程會議ＩＤ，線上課程注意事項等寄送至報名時提供之電子郵件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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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生報
tssdnews.com.tw/index.php

【記者李嘉祥／台南報導】 2021/07/23

▲南市勞工局長王鑫基、職安健康處長陳美顏鼓勵民眾踴躍報名職安健康新學堂課程，上
線學新知。（記者李嘉祥攝）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安健康處今年創新打造「職安健康新學堂名人線上來開講」課程，結
合勞動部職安署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南區成大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規劃二場次「智慧新
科技健康新議題」線上課程，首場預定廿四日上線，邀成大職業及環境醫學部吳政龍醫師
探討職場安全健康最夯的新興職業病認定及預防，課程完全免費，市長黃偉哲廣邀民眾踴
躍報名。

勞工局長王鑫基表示，職安健康處主負責勞動條件及職業安全衛生二大業務宣導、輔導及
檢查，今年初試辦三場次勞權相關議題線上課程廣受好評，五月疫情升溫實體宣導會均暫
停，職安處七、八月再度規劃線上學習課程，考量學習便利性選定於週六上午開課，並首
度規劃職安健康議題，邀簽訂安全夥伴關係的樹谷園區事業單位參加，提升整體職安衛管
理水準。

王鑫基指出，勞工局與樹谷園區簽訂安全夥伴關係後，每年針對園區產業特性量身打造安
全夥伴系列活動，去年推出堆高機、施工架、呼吸防護具等職安衛議題，透過實作體驗提
升危害預防意識，具有成效，今年雙方再續簽二年。

南市職安健康處代理處長陳美顏強調，勞工局在職場安全健康守護作為上不斷創新，近年
勞工在職場上常有促發心血管疾病案件，職場壓力造成的憂鬱、肌肉骨骼毛病申請職業病
件數也倍數增加，這些醫療案件是否屬於職業病常有疑義與爭議，線上特邀專家解析，另

南勞局職安健康新學堂線上課程 網報

http://www.tssdnews.com.tw/index.php?FID=64&CID=57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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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一日第二場課程則鎖定智慧物聯網技術於職安衛生領域實務的運用，二場課程均採
網路報名，歡迎把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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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開辦名人職安健康線上開講 課程免費歡迎民眾踴躍參
與 | 台灣好新聞 TaiwanHot.net

taiwanhot.net

記者李文生／台南報導 2021-07-22 21:45

https://www.taiwanhot.net/?p=950558


3/3

台南市勞工局7、8月開辦2場職安健康新學堂名人線上來開講課程，首場於24日成大醫院
吳政龍醫師開講，探討職場安全健康新興職業病等認定問題及預防。第二場則訂8月21日上
線，課程完全免費，採網路報名，每場次開放200名，額滿為止，歡迎民眾踴躍參與。

 

勞工局長王鑫基表示，該局職安健康處守護職場安全衛生健康，規劃職安健康議題，因應
疫情防疫規範，結合勞動部職安署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及南區成大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開辦2場職安健康新學堂名人線上來開講課程，舉辦暢間為7月24日及8月21日的上午9時至
12時。除簽訂安全伙伴關係的樹谷園區事業單位參加外，民眾也可參與學習。

 

勞工局表示，7月24日線上開講，邀請成大醫院職業及環境醫學部吳政龍醫師主講，講題為
職業疾病疑義多．名醫開講來解惑，探討職場安全健康新興職業病等認定問題及預防。第
二場於8月21日舉辦，由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健康與衛生技術服務處闕妙如處長及黃
德琪副處長，分享AIoT智慧物聯網技術於職安衛領域實務運用。

 

勞工局表示，2場線上課程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https://bit.ly/3dNCuD3，每場次開放
200名，額滿為止。報名成功後，開課前，會將視訊會議軟體「U會議」電腦及App安裝說
明、登入課程會議ID，線上課程注意事項等，寄至報名者的電子郵件信箱，請隨時查收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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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刷鬧鬼汙名…在廢棄醫院病房上課 成大台文系館承載一
世紀歷史

taisounds.com/Lifestyle/Travel/Domestic/uid3470364084

從日軍台南衛戍病院到成大台文系館，96年期間曾數度更名，但也許更令老台南人熟悉的
則是「陸軍804總醫院」。曾經，成大力行校區是所有成大人聞風喪膽的「夜教熱門
地」，流行著「紅衣小女孩」、「滴著鮮血的手術衣」、「看護婦的微笑」等都市傳說。
當時台南衛戍病院只是個大學生夜遊壯膽的廢墟。

文學家葉石濤：「台南是一個適合人們作夢、幹活、戀愛、結婚、悠然過活的地方。」台
南這座老城市有著獨特的氣質，擁有荷治、明鄭、清領、日治等時期的歷史建物。近十年
政府、民間積極改造老房，文化景點與文創商家林立，使台南醞釀出新舊交融、飽含文藝
風情的活力。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館正門。（圖／鄭羽琪攝影）

緊鄰台南後火車站的成功大學，亦遵循著台南人的潛規則，與歷史建築培養情誼、與之共
存。成大前身為台南工業高等學校，當時隸屬於台灣總督府，至今保留不少日治時代建
築，其中屬台灣文學系館最為特別，是一座日治時期衛戍病院（日軍軍醫院），現在使用
的教室，昔日是病房。

從日治走到戰後 服役近一世紀的軍醫院

台南衛戍病院是日軍在臺灣設立的軍醫院之一，1895年設於赤崁樓西側的「蓬壺書院」；
1917年，隨步兵第二聯隊駐守在現今成功大學光復校區，才遷至兵營北側（即為現址）建
設完整院舍，當年可說是全台灣規模最大的軍醫院。昔日的步兵第二聯隊營舍亦保留至
今，成為工業設計系館、歷史系館與藝術研究所，是台灣少數倖存的軍事建築。

更新2021/07/22 17:58 發布2018/10/12 00:00 作者／ 鄭羽琪

https://www.taisounds.com/Lifestyle/Travel/Domestic/uid3470364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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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館式建築」設計是台南衛戍病院最大特色，手術室、消毒室、傳染病室、產房、精神
病房等各據一地，建築側邊磚面上的編號「012」、「048」等，各代表著不同的建設目
的，直到現在還能看見這些密碼，低調承載著歷史意義。

「力行校區很陰！」滴著鮮血的手術衣 醫院廢墟成夜教首選

從日軍台南衛戍病院到成大台文系館，96年期間曾數度更名，但也許更令老台南人熟悉的
則是「陸軍804總醫院」。曾經，成大力行校區是所有成大人聞風喪膽的「夜教熱門
地」，流行著「紅衣小女孩」、「滴著鮮血的手術衣」、「看護婦的微笑」等都市傳說。
當時台南衛戍病院只是個大學生夜遊壯膽的廢墟：陰暗無光的荒地、殘破的木造平房、保
留醫療器具的手術室……學生們深信，修繕工程難以進行全是因為「太陰了」──「據說地
下室以前是太平間，但早年沒什麼冷凍技術，像是一個井一個井，屍體泡在井水般的福馬
林。」關於廢棄醫院的想像，在30年間天馬行空地飛舞。

成大台文系館整修前的廢墟樣貌。（圖片來源／蔡侑樺《成功大學光復與力行校區前身》）

2013年4月29日，荒廢的台南衛戍病院終於有了新的身分：台灣文學系館。這也是過去只
能依附在光復校區榕園旁的舊環工大樓，與空中大學共用系館的成大台文系，第一次擁有
自己的系館。新系館落成後，當年兩棟「病室」成了教室，手術室轉換成教師研究室，戰
後使用的細菌室、檢查室、血庫、生化室則為今日台文系系辦。它不再需要承受軍民的苦
痛，台文系師生讓力行校區重新揚起活力，關於廢棄醫院的都市傳說，也不再是學長姊拿
來嚇小大一的必談素材。

分館式建築群 日式特色完整保留

走進力行校區，率先映入眼簾的是當年的警衛室與醫院管理室，「臺灣文學系」木牌懸掛
大門旁，宣示建築群的主權。掛號、領藥的木造小窗緊閉，只剩下放置活動DM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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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磚牆與連接各棟建物的簷廊，是台文系學生對系館的共同印象，山形式木屋、木門窗與
立面連續磚拱皆完好保存。地面樓板下方架空，當時認為這樣的構造可通風避免潮濕，現
在外頭則掛上一排冷氣機。

屋頂設置「老虎窗」，有採光、通風與裝飾的功能，讓木結構的房屋能保持一定溫度與濕
度，避免白蟻孳生，現只剩下裝飾意義。 

沒有老虎窗的院室，則安裝通風塔避免潮濕。圖為整修前。（圖片來源／蔡侑樺《成功大
學光復與力行校區前身》）

至今留存作為台灣文學系館的，多來自日治時代，戰後新建的建物皆已拆除。兩棟教室之
間的空地，曾為戰後「高級長官檢查室」，即是俗稱的總統套房，但據說從未使用過。位
於東北方的監犯病房、重症精神病房，現址被生科大樓取代，許多台文系學生對「新鄰
居」沒有好感，畢竟在充滿老味道的古蹟建築旁，硬是安放了一棟毫不相襯的高樓，難免
被認為影響整個院區的美感。

「教學區請勿喧嘩」公告於各個角落，因自從洗刷「陰森汙名」後，此處悄悄成了人物外
拍、婚紗攝影的景點之一，也是學生課間習以為常的風景，但平日參訪台文系館除了降低
音量外，還得注意師生最忌諱的禁忌：倚坐欄杆。那是對這座古蹟建築的不尊重。

曾存在於台南衛戍病院的生死病痛，與茶餘飯後的鬼故事無涉，而是醫護人員與軍人堅
強、勇敢、犧牲的痕跡，它歷經百年風霜後有了新的樣貌，只盼它能在成大走過下一個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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