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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長許銘春等多位貴賓到現場為求職朋友加油打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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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K搶人才 台南就博會逾5,000人參與
孫宜秋／南市

2019/5/13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11日在國立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舉辦大型就業博覽

會，共有90家企業釋出超過6,500個工

作機會，其中超過5成職缺薪水30K起

跳，甚至還有廠商開出70K要找生產製

造主管、課長、工程師等職缺搶人

才，一早吸引不少民眾來找工作，會

場滿是人潮，主辦單位表示，活動超過5,000人參與，投遞履歷也逾3,000人次。
 

 11日活動包括勞動部長許銘春、台南市長黃偉哲、行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心

副執行長王開玹、立法委員郭國文、勞動力發展署長黃秋桂、雲嘉南分署長劉邦棟

與台南市勞工局長王鑫基都出席，為求職朋友加油打氣。
 

 許銘春說，她上任後就積極推動「安穩工作、安心職場、安全勞動」三安政策，

首要任務就是要推動一系列促進就業措施，這場就博會是勞動部今年辦的第四場大

型就博會，也是近兩年職缺數量最多的；另她上任後包括基本工資的調整、微型創

業貸款額度從100萬提高到200萬、勞基法也修正通過派遣勞工保障的相關條文，未

來也要鼓勵推動最低工資法、中高齡與高齡者就業促進法、職災保險的立法等，希

望能使勞動法制更完備，要讓勞工朋友能安穩工作。
 

 勞動力發展署長黃秋桂說，此次就博會產業面向多元，包括製造業、綠能光電、

農業生技、服務業等領域，職缺相當多元，有超過5成職缺為中高階職缺、起薪從

30K起跳，徵才廠商中逾4成是上市櫃公司，且大部分是位於雲嘉南區的在地優質廠

商。
 

 現場包括台積電、大立光、群創光電、東陽實業、大億交通、志鋼金屬、恒耀工

業、宏遠興業、亞洲航空、好市多、家樂福、王品集團、煙波大飯店、台糖長榮酒

店等多家知名企業都來徵才，其中正道工業更開出月薪最高70K徵求生產製造主管，

精奕興業也開出70K要找儲備課長，欣興電子的工程師薪資最高也有70K。
 

 現場除徵才活動外，也規劃五大專區讓民眾參觀，其中「產業展示區」有長榮大

學無人機中心、迷客夏等5家廠商進行成品展示與實作體驗，聚集不少求職者現場操

控無人機與DIY飲品，對廠商有更深入瞭解；「職訓精品廊道區」則展示與販售職訓

學員利用榫接技巧製成的木工家具製品，由於製作精美，吸引民眾排隊搶購。
 

 另還有可體驗中高齡輔具的「中高齡職務再設計專區」、提供專業職業適性測驗

的「YS青年就業服務區」；「職訓就服聯合車展區」聚集YS職涯諮商車、南方創客

基地行動自造車、汽車裝修職訓班彩繪車，以車展概念供民眾了解就業服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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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還有多元農特產品展售試吃及手工DIY體驗活動，現場宛如一場嘉年華會。
 

 此外，知名藝人陳漢典也在雲嘉南分署邀請下與民眾分享逐夢歷程，他鼓勵民眾

勇敢踏出步伐，唯有行動才有實現夢想的機會。陳漢典透露，他從學生踏出第一

步，成功獲得模仿比賽冠軍而進入演藝圈，熱愛表演的他不斷累積能量並保持正面

思考，過程中即使失敗也無妨，這才讓他在「康熙來了」找到自己的表演方式，正

因為「挫折使人強大」，才能讓他從不起眼的配角成為橫跨主持、戲劇、電影及歌

唱的全方位藝人。整場演講沒有冷場、笑聲不斷，聆聽民眾都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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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K搶人才 台南就博會熱鬧登場

勞動部勞動⼒發展署雲嘉南分署11⽇在國⽴成功⼤學光復校區舉辦⼤型就業
博覽會，共有90家企業釋出超過6,500個⼯作機會，其中超過5成職缺薪⽔
30K起跳，甚⾄還有廠商開出70K要找⽣產製造主管、課⻑、⼯程師等職缺搶
⼈才，⼀早吸引不少⺠眾來找⼯作，會場滿是⼈潮，主辦單位表⽰，活動超
過5,000⼈參與，投遞履歷也逾3,000⼈次。

活動包括勞動部⻑許銘春、台南市⻑⿈偉哲、⾏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
副執⾏⻑王開玹、⽴法委員郭國⽂、勞動⼒發展署⻑⿈秋桂、雲嘉南分署⻑

2019-05-11 18:00 經濟日報 吳國棟

勞動部⻑許銘春等多位貴賓到現場為求職朋友加油打氣. 吳國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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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棟與台南市勞⼯局⻑王鑫基都出席，為求職朋友加油打氣。

許銘春說，她上任後就積極推動「安穩⼯作、安⼼職場、安全勞動」三安政
策，⾸要任務就是要推動⼀系列促進就業措施，這場就博會是勞動部今年辦
的第四場⼤型就博會，也是近兩年職缺數量最多的；另她上任後包括基本⼯
資的調整、微型創業貸款額度從100萬提⾼到200萬、勞基法也修正通過派遣
勞⼯保障的相關條⽂，未來也要⿎勵推動最低⼯資法、中⾼齡與⾼齡者就業
促進法、職災保險的⽴法等，希望能使勞動法制更完備，要讓勞⼯朋友能安
穩⼯作。

勞動⼒發展署⻑⿈秋桂說，此次就博會產業⾯向多元，包括製造業、綠能光
電、農業⽣技、服務業等領域，職缺相當多元，有超過5成職缺為中⾼階職
缺、起薪從30K起跳，徵才廠商中逾4成是上市櫃公司，且⼤部分是位於雲嘉
南區的在地優質廠商。

就博會中的「產業展⽰區」⻑榮⼤學無⼈機中⼼，許銘春部⻑體驗操控無⼈機 雲嘉南分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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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包括台積電、⼤⽴光、群創光電、東陽實業、⼤億交通、志鋼⾦屬、恒
耀⼯業、宏遠興業、亞洲航空、好市多、家樂福、王品集團、煙波⼤飯店、
台糖⻑榮酒店等多家知名企業都來徵才，其中正道⼯業更開出⽉薪最⾼70K徵
求⽣產製造主管，精奕興業也開出70K要找儲備課⻑，欣興電⼦的⼯程師薪資
最⾼也有70K。

現場除徵才活動外，也規劃五⼤專區讓⺠眾參觀，其中「產業展⽰區」有⻑
榮⼤學無⼈機中⼼、迷客夏等5家廠商進⾏成品展⽰與實作體驗，聚集不少求
職者現場操控無⼈機與DIY飲品，對廠商有更深⼊瞭解；「職訓精品廊道區」
則展⽰與販售職訓學員利⽤榫接技巧製成的⽊⼯家具製品，由於製作精美，
吸引⺠眾排隊搶購。

另還有可體驗中⾼齡輔具的「中⾼齡職務再設計專區」、提供專業職業適性
測驗的「YS⻘年就業服務區」；「職訓就服聯合⾞展區」聚集YS職涯諮商
⾞、南⽅創客基地⾏動⾃造⾞、汽⾞裝修職訓班彩繪⾞，以⾞展概念供⺠眾
了解就業服務資源，同時還有多元農特產品展售試吃及⼿⼯DIY體驗活動，現
場宛如⼀場嘉年華會。

此外，知名藝⼈陳漢典也在雲嘉南分署邀請下與⺠眾分享逐夢歷程，他⿎勵
⺠眾勇敢踏出步伐，唯有⾏動才有實現夢想的機會。陳漢典透露，他從學⽣
踏出第⼀步，成功獲得模仿⽐賽冠軍⽽進⼊演藝圈，熱愛表演的他不斷累積
能量並保持正⾯思考，過程中即使失敗也無妨，這才讓他在「康熙來了」找
到⾃⼰的表演⽅式，正因為「挫折使⼈強⼤」，才能讓他從不起眼的配⾓成
為橫跨主持、戲劇、電影及歌唱的全⽅位藝⼈。整場演講沒有冷場、笑聲不
斷，聆聽⺠眾都收穫滿滿。

http://bit.ly/2UXkF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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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就博會今登場 最高薪資7萬元

2019-05-11 11:14 聯合報 記者鄭維真╱即時報導

勞動部勞動⼒發展署雲嘉南分署今天在成功⼤學光復校區舉辦⼤型就業博
覽會，共有90家企業釋出超過6500個⼯作機會，其中逾5成職缺薪⽔3萬
元起，有廠商開出最⾼7萬元要找⽣產製造主管、課⻑、⼯程師等職缺。

此次就博會包括台積電、⼤⽴光、群創光電、東陽實業、⼤億交通、志鋼
⾦屬、恒耀⼯業、宏遠興業、亞洲航空、好市多、家樂福、王品集團、煙
波⼤飯店、台糖⻑榮酒店等多家知名企業都來徵才，其中正道⼯業更開出
⽉薪最⾼7萬元徵求⽣產製造主管，精奕興業也開出7萬元要找儲備課⻑，
欣興電⼦的⼯程師薪資最⾼也有7萬元。

台南就博會今在成⼤登場。記者鄭維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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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南分署指出，此次就博會產業⾯向多元，包括製造業、綠能光電、農
業⽣技、服務等領域，有超過5成⼯作機會為中⾼階職缺、起薪從3萬元起
跳，徵才廠商中逾4成是上市櫃公司，且⼤部分是位於雲嘉南區的在地優
質廠商。

勞動部﹒薪水﹒求職﹒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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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就博會成大登場　提供逾6500工作機會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19-05-11 15:04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11日上午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舉辦大型就業博

覽會，共有90家企業釋出超過6,500個工作機會，其中超過5成職缺薪水30K起

跳，甚至還有廠商開出70K要找生產製造主管、課長、工程師等職缺搶人才，

一早吸引不少民眾來找工作，會場滿是人潮，主辦單位表示，活動超過5,000

人參與，投遞履歷也逾3,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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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勞動部長許銘春、台南市長黃偉哲、行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

長王開玹、立法委員郭國文、勞動力發展署長黃秋桂、雲嘉南分署長劉邦棟與

台南市勞工局長王鑫基都出席，為求職朋友加油打氣。

 
許銘春說，她上任後就積極推動「安穩工作、安心職場、安全勞動」三安政

策，首要任務就是要推動一系列促進就業措施，這場就博會是勞動部今年辦的

第四場大型就博會，也是近兩年職缺數量最多的；另她上任後包括基本工資的

調整、微型創業貸款額度從100萬提高到200萬、勞基法也修正通過派遣勞工

保障的相關條文，未來也要鼓勵推動最低工資法、中高齡與高齡者就業促進

法、職災保險的立法等，希望能使勞動法制更完備，要讓勞工朋友能安穩工

作。

 
勞動力發展署長黃秋桂說，此次就博會產業面向多元，包括製造業、綠能光

電、農業生技、服務業等領域，職缺相當多元，有超過5成職缺為中高階職

缺、起薪從30K起跳，徵才廠商中逾4成是上市櫃公司，且大部分是位於雲嘉

南區的在地優質廠商。

 
現場包括台積電、大立光、群創光電、東陽實業、大億交通、志鋼金屬、恒耀

工業、宏遠興業、亞洲航空、好市多、家樂福、王品集團、煙波大飯店、台糖

長榮酒店等多家知名企業都來徵才，其中正道工業更開出月薪最高70K徵求生

產製造主管，精奕興業也開出70K要找儲備課長，欣興電子的工程師薪資最高

也有70K。

 
現場除徵才活動外，也規劃五大專區讓民眾參觀，其中「產業展示區」有長榮

大學無人機中心、迷客夏等5家廠商進行成品展示與實作體驗，聚集不少求職

者現場操控無人機與DIY飲品，對廠商有更深入瞭解；「職訓精品廊道區」則

展示與販售職訓學員利用榫接技巧製成的木工家具製品，由於製作精美，吸引

民眾排隊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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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藝人陳漢典也在雲嘉南分署邀請下與民眾分享逐夢歷程，他鼓勵民眾勇敢

踏出步伐，唯有行動才有實現夢想的機會。陳漢典透露，他從學生踏出第一

步，成功獲得模仿比賽冠軍而進入演藝圈，熱愛表演的他不斷累積能量並保持

正面思考，過程中即使失敗也無妨，這才讓他在「康熙來了」找到自己的表演

方式，正因為「挫折使人強大」，才能讓他從不起眼的配角成為橫跨主持、戲

劇、電影及歌唱的全方位藝人。整場演講沒有冷場、笑聲不斷，聆聽民眾都收

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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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就博會逾5000⼈參與 70K搶⼈才熱鬧滾滾

▲勞動部勞動⼒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在成功⼤學光復校區舉辦⼤型就業博覽會，會場
滿是求職⼈潮。（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勞動部勞動⼒發展署雲嘉南分署，5⽉11⽇在成功⼤學光復校區舉辦⼤型就業博覽
會，共有90家企業釋出超過6500個⼯作機會，其中超過5成職缺薪⽔30K起跳，甚⾄
還有廠商開出70K要找⽣產製造主管、課⻑、⼯程師等職缺搶⼈才，會場滿是⼈潮，
活動超過5千⼈參與，投遞履歷逾3千⼈次。

勞動部⻑許銘春、台南市⻑⿈偉哲、⾏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副執⾏⻑王開玹、
⽴委郭國⽂、勞動⼒發展署⻑⿈秋桂、雲嘉南分署⻑劉邦棟與台南市勞⼯局⻑王鑫基
都出席，為求職朋友加油打氣。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5%9C%B0%E6%96%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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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銘春說，她上任後就積極推動「安穩⼯作、安⼼職場、安全勞動」三安政策，⾸要
任務就是要推動⼀系列促進就業措施，這場就博會是勞動部今年辦的第4場⼤型就博
會，也是近兩年職缺數量最多的；另她上任後包括基本⼯資的調整、微型創業貸款額
度從100萬提⾼到200萬、勞基法也修正通過派遣勞⼯保障的相關條⽂，未來也要⿎
勵推動最低⼯資法、中⾼齡與⾼齡者就業促進法、職災保險的⽴法等，希望能使勞動
法制更完備，要讓勞⼯朋友能安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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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發展署⻑⿈秋桂說，此次就博會產業⾯向多元，包括製造業、綠能光電、農業
⽣技、服務業等領域，職缺相當多元，有超過5成職缺為中⾼階職缺、起薪從30K起
跳，徵才廠商中逾4成是上市櫃公司，且⼤部分是位於雲嘉南區的在地優質廠商。

現場包括台積電、⼤⽴光、群創光電、東陽實業、⼤億交通、志鋼⾦屬、恒耀⼯業、
宏遠興業、亞洲航空、好市多、家樂福、王品集團、煙波⼤飯店、台糖⻑榮酒店等多
家知名企業都來徵才，其中正道⼯業更開出⽉薪最⾼70K徵求⽣產製造主管，精奕興
業也開出70K要找儲備課⻑，欣興電⼦的⼯程師薪資最⾼也有70K。 
 
現場除徵才活動外，也規劃5⼤專區讓⺠眾參觀，其中「產業展⽰區」有⻑榮⼤學無
⼈機中⼼、迷客夏等5家廠商進⾏成品展⽰與實作體驗，聚集不少求職者現場操控無
⼈機與DIY飲品，對廠商有更深⼊瞭解；「職訓精品廊道區」則展⽰與販售職訓學員
利⽤榫接技巧製成的⽊⼯家具製品，由於製作精美，吸引⺠眾排隊搶購。

另還有可體驗中⾼齡輔具的「中⾼齡職務再設計專區」、提供專業職業適性測驗的
「YS⻘年就業服務區」；「職訓就服聯合⾞展區」聚集YS職涯諮商⾞、南⽅創客基地
⾏動⾃造⾞、汽⾞裝修職訓班彩繪⾞，以⾞展概念供⺠眾了解就業服務資源，同時還
有多元農特產品展售試吃及⼿⼯DIY體驗活動，現場宛如⼀場嘉年華會。

此外，知名藝⼈陳漢典，也在雲嘉南分署邀請下與⺠眾分享逐夢歷程，他⿎勵⺠眾勇
敢踏出步伐，唯有⾏動才有實現夢想的機會。陳漢典透露，他從學⽣踏出第⼀步，成
功獲得模仿⽐賽冠軍⽽進⼊演藝圈，熱愛表演的他不斷累積能量並保持正⾯思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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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即使失敗也無妨，這才讓他在「康熙來了」找到⾃⼰的表演⽅式，正因為「挫折
使⼈強⼤」，才能讓他從不起眼的配⾓成為橫跨主持、戲劇、電影及歌唱的全⽅位藝
⼈。整場演講沒有冷場、笑聲不斷，聆聽⺠眾都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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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南分署就博會成大登場  提供逾6500工作機會

2019-05-11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雲嘉南分署 許銘春 就博會 成大

雲嘉南分署就博會成大登場  提供逾6500工作機會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9%9B%B2%E5%98%89%E5%8D%97%E5%88%86%E7%BD%B2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8%A8%B1%E9%8A%98%E6%98%A5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5%B0%B1%E5%8D%9A%E6%9C%83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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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舉辦今年第四場也是最大一場的就博會，在成大登場，現場有90家企業提供超過
六千五百個工作職決，百分之五十職缺超過30k，也有廠商開出超過70k來搶人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在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舉辦大型就業博覽會，共有90
家企業釋出超過6,500個工作機會，其中超過5成職缺薪水30K起跳，甚至還有廠商開出
70K搶人才，活動超過5,000人參與，投遞履歷也逾3,000人次。
 
勞動部長許銘春說，她上任後就積極推動「安穩工作、安心職場、安全勞動」三安政
策，首要任務就是要推動一系列促進就業措施，這場就博會是勞動部今年辦的第四場大
型就博會，也是近兩年職缺數量最多的
 
勞動力發展署長黃秋桂說，此次就博會產業面向多元，有超過5成職缺為中高階職缺，
徵才廠商中逾4成是上市櫃公司，且大部分是位於雲嘉南區的在地優質廠商。現場包括
台積電、大立光、群創光電、東陽實業、大億交通、志鋼金屬、恒耀工業、宏遠興業、
亞洲航空、好市多、家樂福、王品集團、煙波大飯店、台糖長榮酒店等多家知名企業都
來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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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南區就博會登場 求職者擠爆
最新更新：2019/05/11 15:56

勞動部勞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辦理雲嘉南區就業博覽會，11日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登場，會場擠進大批
求職者，期待透過媒合找到好工作。（勞動部提供）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傳真　108年5月11日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1日電）雲嘉南區就業博覽會今天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登

場，會場擠進逾5000人，投遞履歷超過3000人次。

這場就博會共有90家廠商釋出逾6500個工作機會，超過5成職缺月薪新台幣3萬元起

跳，更有廠商開出7萬元徵求生產製造主管、課長及工程師，薪資條件優渥，也讓就

博會場被求職者擠爆。

勞動部長許銘春、台南市長黃偉哲等人也到會場向廠商和求職者加油打氣；許銘春

說，政府積極推動「安穩工作、安心職場、安全勞動」的三安政策，首要任務是推動

一系列促進就業措施。這場是勞動部今年舉辦的第四場大型就博會，也是近2年來職

缺數量最多的。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loc.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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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表示，政府已進行基本工資調整，微型創業貸款額度從100萬元提高到200萬元，

勞基法也修正通過派遣勞工保障的相關條文，未來也要鼓勵推動最低工資法、中高齡

與高齡者就業促進法、職災保險等立法，希望勞動法制更完備，讓勞工安穩工作。

勞動力發展署長黃秋桂說，今天就博會產業面向多元，包括製造業、綠能光電、農業

生技、服務業等，超過5成的工作機會是中高階職缺，徵才廠商中逾4成是上市櫃公

司，且多是雲嘉南區在地優質廠商。

今天在就博會徵才廠商，包括台積電、大立光、群創光電、東陽實業、大億交通、志

鋼金屬、亞洲航空、好市多、家樂福、王品集團、煙波大飯店等。（編輯：吳佳穎）

108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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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發展署台南分署在成功大學
舉辦大型就業博覧會，會埸求職民
眾爆滿。（記者洪瑞琴攝）

勞動力發展署台南分署在成功大學
舉辦大型就業博覧會，會埸求職民
眾爆滿。（記者洪瑞琴攝）

勞動部長許銘春（中）參觀就博會
廠商攤位，展示石頭紙做成的小花

2019-05-11 16:00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今（11）日在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舉辦大型就業博覽會，勞動部長許銘春到場為求職朋友

加油打氣。對於台糖量販店大量解雇勞工案，她受訪表示，將會努力協助

勞工爭取權益。

許銘春表示，勞動部獲悉後立即提供諮詢

協助，並指派南市勞工局依法強制介入勞

資協調，並且持續與南市勞工局保持聯

繫，即時了解全盤狀況，台糖量販店也是

有提出方案，對於受影響勞工的訴求，勞

動部會努力協助，同時關懷他們後續的就

業服務。

此外，對於「中美貿易戰」影響所及，爆

發台商回流潮欠缺勞力，許銘春表示，已

和經濟部密切聯繫，以利掌握欠缺多少人

力，由專人協助提供客製化媒合服務，以

本地勞為主，目前包括智邦等家公司已提

出1600多名人力需求，傳統產業或科技

資訊業都有，這波回流潮總共需求多少人

力，目前無法預測，尚待後續事業單位提

出申請協助，至於回流台商有無外勞需

求，事業單位視實際需求評估。

許銘春也表示，她上任後包括基本工資的

調整、微型創業貸款額度從100萬提高到

200萬、勞基法也修正通過派遣勞工保障

的相關條文，未來也要鼓勵推動最低工資

法、中高齡與高齡者就業促進法、職災保

險的立法等，希望能使勞動法制更完備，

要讓勞工朋友能安穩工作。

台商回流潮欠缺多少勞力？ 勞動部長許銘春：目前
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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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記者洪瑞琴攝）

石頭紙做成的小花盆。配合母親
節，廠商提供求職民眾現場插花實
作。（記者洪瑞琴攝）

石頭紙做成的小花盆。配合母親
節，廠商提供求職民眾現場插花實
作。（記者洪瑞琴攝）

勞動部長許銘春（右）、行政院雲
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王開
玹（左）一起拓印啓動就業博覽會
儀式。（記者洪瑞琴攝）

今天這場就業博覽會，共有90家企業釋出

超過6500個工作機會，其中超過5成職缺

薪水30K起跳，甚至還有廠商開出70K要

找生產製造主管、課長、工程師等職缺搶

人才，會場滿是人潮。勞動力發展署雲嘉

南分署表示，活動超過5000人參與，投

遞履歷也逾3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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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博覽會啓動儀式。（記者洪瑞
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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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考招⽅案惹議！管中閔等15校⻑共同屬名聲明：招⽣制度並⾮完美

▲家⻑團體抗議學測百分制，考招亂象，逼學⽣出⾛。（圖／記者⿈克翔 攝）

記者許展溢／台北報導

家⻑團體、教團⽇前出⾯呼籲希望考試⼊學名額提⾼到50%，解決學測同分等亂象。
⼤學招⽣委員會聯合會今（12⽇）發出由台⼤、交⼤、成⼤等15所⼤學校⻑屬名聲明
強調，「⽬前的⼤學招⽣制度並⾮完美」，也不會是靜⽌不變的，將持續聆聽受到影
響的各⽅⾯的⼼聲，並在今年考季結束後，邀請相關單位與表達意⾒的團體，深⼊討
論分析。

招聯會強調，招聯會的召集⼈是由15所常委學校互推產⽣對外的代表，考招⽅案代表
的是各⼤學的共同決議 ，各⼤學校⻑ 都不可能被某⼀所學校左右。

聲明全⽂：

⽬前正在⼤學招⽣的季節中，我們希望對⼤學選才的⽅向做⼀些說明。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2019/5/13 大學考招方案惹議！管中閔等15校長共同屬名聲明：招生制度並非完美 | ETtoday生活 | ETtoday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512/1442640.htm 2/3

⼤學招⽣是國家⼈才競爭⼒的重要基礎，也是傳統⽂化所重視的。伴隨台灣社會開放
多元與產業⾛向4.0，⼤學⼊學制度持續的演進。⼤學多元⼊學從⺠國83年試辦，91
年正式實施，有關考科、級分、申請時間、篩選倍率、填志願數，都曾不斷地調整
過。每⼀次的變動，也都引起家⻑與各界的⼤量討論。經過⼆⼗多年發展⽽形成今天
的制度。

早年我們只能從⼀張答案卡的分數來選才，只⽤⼀種尺來衡量學⽣。如今透過多元選
才的⽅式，⼤學經由審視考⽣的全貌及⾯試，更清楚地認識了⼤學將招收的學⽣。也
由於多元⼊學的基礎，最近幾年弱勢學⽣的整體錄取率有明顯的改善。

當然，學科的表現⼀定是選才的重要指標之⼀。各學科都有極佳成績的⾼中⽣，仍可
透過指考來展現優勢。申請及指考的實際⼊學名額⽬前維持約41:37的⽐例，相當接
近。⾄於單科特優或有特殊表現，以及那些⾝處不利地區仍奮發向上的學⽣，則可以
透過繁星與特殊選才的⽅式被看⾒。

最近⼀次的111年考招⼊學⽅案調整，主要是由於⾼中教學課綱的改變，減少了必
修，增加選修，強調適性培養社會多元⼈才。因此⼤學、⾼中、⼤考中⼼、招聯會與
教育部以及衆多教育團體，經過多年研究討論模擬⼤學招⽣制度的調整⽅式，並徵求
⺠意機構的意⾒之後，於106年經教育部核定，並⾃去年開始漸進銜接。這個⽅案除
了發展⼤學多元選才評量，協助⾼中適性教育，並且盡量維持與現制的連續性，保持
「繁星推薦」、「學測申請⼊學」、「指考分發⼊學」及「特殊選才」多元的⼊學管
道。

由於⾼中現場強烈主張減少學測必考科⽬以利發展多元選修，因此，調降⼤學參採科
⽬數為⾄多4科，但仍維持辦理5科考試，考⽣可⾃由選考。家⻑團體與學⽣也歡迎減
少考科來鬆綁、增進適性學習。

考招新制⾃107年開始，將個⼈申請時程分階段逐步延後，回應⾼中端希望學⽣⾼三
下也能安⼼完整學習，不受⼆階申請作業影響的訴求。

維持教育穩定發展，是各⼤學的共識。因此以「現況微調」及「分階段銜接」為上位
原則，儘量減少⾼中與⼤學的適應困難以及社會焦慮。

在社會多元變動的情形下，牽動⼤學招⽣帶來⼀些不確定性與擔憂是很可以理解的。
⽬前的⼤學招⽣制度並⾮完美，也不會是靜⽌不變的。我們將持續聆聽受到影響的各
⽅⾯的⼼聲，並在今年考季結束後，邀請相關單位與表達意⾒的團體，深⼊討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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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同時考量⼤學與⾼中教育環境、產業趨勢、國際競爭與社會公平正義，運⽤全國
招⽣⼤數據做整體客觀的分析，尋求最佳的做法，漸進調整考招制度，並留意取得運
作平衡⽽不致傾斜。

我們對於⾼等教育都有強烈的使命感與投⼊，希望在不完美的條件之下，儘可能⼈盡
其才，扶助弱勢，發展知識經濟，提升國家整體競爭⼒。

⼗年樹⽊易，百年樹⼈難。⼤學是最直接選才育才的基地，我們也請社會和家⻑儘可
能了解招⽣議題的多⾯性，給予⼤學更多的空間和信任。

常務委員學校：

國⽴清華⼤學校⻑賀陳弘、靜宜⼤學校⻑唐傳義、國⽴中興⼤學校⻑薛富盛、國⽴台
灣⼤學校⻑管中閔、國⽴交通⼤學校⻑張懋中、國⽴成功⼤學校⻑蘇慧貞、國⽴中⼭
⼤學校⻑鄭英耀、國⽴師範⼤學校⻑吳正⼰、國⽴政治⼤學校⻑郭明政、國⽴海洋⼤
學校⻑張清⾵、台北醫學⼤學校⻑林建煌、淡江⼤學校⻑葛煥昭、元智⼤學校⻑吳志
揚、輔仁⼤學校⻑江漢聲和逢甲⼤學校⻑李秉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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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考招爭議 招聯會：採現況微調分階段銜接
最新更新：2019/05/12 11:33

十二年國教家長聯盟約30名成員11日到教育部陳情，批評今年出現個人申請第一階段增額錄取過高、熱
門校系備取太多等亂象。中央社記者吳翊寧攝　108年5月11日

（中央社記者許秩維台北12日電）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15所常務委員今天發表共

同聲明，大學考招制度以「現況微調」及「分階段銜接」為原則，會尋求最佳做法，

漸進調整考招制度。

十二年國教家長聯盟昨天到教育部陳情，主張甄選比例不宜過高，考試分發應維持

50%以上。清華大學、台灣大學、成功大學、交通大學等15所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

會的常務委員學校今天發表共同聲明，說明大學選才的方向。

共同聲明指出，大學招生是國家人才競爭力的重要基礎，早年只能從一張答案卡的分

數來選才，只用一種尺來衡量學生，如今透過多元選才的方式，大學經由審視考生的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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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貌及面試，更清楚地認識了大學將招收的學生，也由於多元入學的基礎，最近幾年

弱勢學生的整體錄取率有明顯的改善。

聲明也提到，學科表現一定是選才的重要指標之一，個人申請管道錄取學生約占

41%，由考試分發管道錄取的學生占37%，兩者比例相近，而單科特優或有特殊表

現，以及身處不利地區仍奮發向上的學生，則可以透過繁星推薦與特殊選才的方式被

看見。

由於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將減少必修、增加選修，大學考招入學方案也自去年開始漸進

銜接，發展大學多元選才評量，協助高中適性教育，並盡量維持與現制的連續性，保

持繁星推薦、申請入學、考試分發入學及特殊選才等多元入學管道。

共同聲明表示，維持教育穩定發展，是各大學的共識，因此以「現況微調」及「分階

段銜接」為上位原則，儘量減少高中與大學的適應困難以及社會焦慮。

聲明也提到，目前的大學招生制度並非完美，也不會是靜止不變的，今年考季結束

後，將邀相關單位與表達意見的團體討論分析，尋求最佳做法，漸進調整考招制度；

大學是最直接選才育才的基地，請社會和家長儘可能了解招生議題的多面性，給予大

學更多空間和信任。（編輯：張芷瑄）108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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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團體日前到教育部門口控訴，批今年大學
申請因同分增額導致亂象，呼籲增加學測鑑別
度因應。�（資料照，記者吳柏軒攝）

108學年大學申請招生問題與檢討

2019-05-13

〔記者吳柏軒／台北報導〕大學申請將在十六日公布統一分發榜單，但因「學測五選四」新

制、試題無法鑑別高分群問題陸續浮現，大學招聯會十五所常務學校校長昨發共同聲明，承諾

考季結束後將作檢討，但仍以目前多元入學管道為主，預計採「現況微調」、「分階段銜接」

為原則。教育部則建議各入學管道比例維持現況較佳，不宜過度更動以免再增變數。

部分團體要求考試分發50％

今年大學申請改為學測最多採計四科，部分家長團體

及台大部分學者多次質疑變革衍生亂象，包含申請一

階通過暴增、二階面試紊亂、六志願落空者眾、社區

高中生陪榜等，更有人質疑多元入學是禍首，批申請

排擠分發，要求考試分發名額恢復五十％，甚至呼籲

政府高層應處理大學招生混亂。

招聯會15校長支持多元入學

但招聯會十五位常務委員的大學校長昨連署聲明，一

致支持二十多年討論及發展的多元入學方案，相較早

期聯考一張答案卡、一種尺來衡量學生，目前申請與

指考分發各佔四十一：三十七，更能讓學科優異及有

特殊才能學生透過不同方式展現優勢；其中除清大校

長賀陳弘、政大校長郭明政、成大校長蘇慧貞等，還

有台大校長管中閔。

聲明也針對今年申請新制指出，考季後將邀請相關團

體及運用大數據，再討論考招制度、尋求最佳方案。

但聲明也強調，申請採計學測改五選四，是因應高中

現場強烈主張減少學測必考科目，以利高中新課綱推

動多元選修，家長及學生也希望自由選考、減少採計

以減壓力。

一一一年考招新制已經教育部核備，大學共識是，維

持教育穩定發展，以「現況微調」、「分階段銜接」

為上位原則，減少更多高中、大學適應困難及社會焦慮。

對於申請與指考分發，中央大學追蹤研究則顯示，甄選入學的學生成績表現較考試分發者優，

申請管道中的社區高中學生表現也不輸給明星高中，考試分發的學生在休、退、轉學比率上，

更是繁星推薦學生的兩倍，顯示志趣不合問題較嚴重。

多元入學對弱勢生影響正面

過去亦有台大、政大、清大、成大等多校學者發表研究，多元入學管道擴張，對中、低社經的

學生具正面影響，也沒有造成頂尖大學學生越來越傾向高社經地位家庭或明星高中。

學測新制申請混亂 擬採現況微調／招聯會：考季結束後檢討
教部：入學管道比例不宜過度更動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288158/print


2019/5/13 學測新制申請混亂 擬採現況微調／招聯會：考季結束後檢討 教部：入學管道比例不宜過度更動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288158 2/2

教育部次長劉孟奇指出，其實近年官方已嚴審大學申請名額，繁星至今已占總額十五％，特殊

招生九％，而因甄試申請管道會重複錄取產生缺額，都將回流至考分，去年申請及考試分發兩

者比重其實差不多，多元招生已漸趨平衡，若再回頭大增考試分發為五十％，恐破壞多元選才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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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企管協進會將辦捐血活動
（ 林 雪 娟 ）
2 0 1 9 - 0 5 - 1 0

　▲中華民國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二十五日將於中山公園舉辦捐

血活動暨母親節創意彩妝活動，獎品豐富，包括五十吋及三十二

吋的液晶電視、微電腦電子鍋、涼風扇、電烤箱、吸塵器、吹風

機、隨行果汁機、旅行箱、掃描器、絲毯等，現場並提供免費剪

法、牛角鬆經、眼睛舒壓、易經算命等服務，時間上午八時三十

分至下午五時，歡迎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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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益昌教授研究領域包含台灣、東
南亞考古學等。�（記者陳昱勳攝）

《典藏台灣史1：史前人群與文
化》以土地為主體書寫。�（記者陳
昱勳攝）

2019-05-13

〔記者陳昱勳／台北報導〕已故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規劃、新台灣和

平基金會統籌，國立成功大學考古研究所所長劉益昌所著《典藏台灣史1：

史前人群與文化》出版，藉由審視台灣在沒有文字記載階段的人類活動，

以土地為主體觀照，避免漢人史觀書寫的台灣史。

劉益昌表示，目前台灣歷史解釋仍受制於

文字記錄與漢人群的歷史，縱觀許多中小

學課本、甚至高中教材，關於史前的人類

活動史往往僅有少許篇幅，加上漢人思維

以及狹隘的文字歷史觀，使教科書基本上

是文字紀錄才叫「歷史」，劉益昌說：

「身為考古學家，必須挖掘台灣不同時

代、環境裡不同的人群所留下來的歷史，

不但可補充文字歷史的不足，且可糾正文

字紀錄歷史的偏見。」

《典藏台灣史1：史前人群與文化》分

「土地與人群」、「渡海東來探遠親」、

「適應與多元複雜」、「外來影響與文化

變遷」與「遷徙返還與融入」5個章節，

劉益昌從島嶼的形成、環境與氣候論起，

連繫至史前時代最晚階段，從更深遠的視

野逐漸釐清台灣的發展過程。劉益昌認

為，自現代智人進入台灣這塊土地開始，至少已有3至5萬年的歷史，若追

溯至「直立人」，更是20萬年以前的人類活動史，留下來的文化與生活過

程，很難說明他們不是「台灣人」，因此為何不能將歷史推早到有人類居

住這塊土地開始？

出版此系列書籍的玉山社表示，張炎憲教授規劃、全套共7冊的《典藏台灣

史》，是以全面性觀點，論述史前到當代的一套台灣史鉅作，集結劉益

昌、詹素娟、林偉盛、溫振華、戴寶村、林呈蓉、何義麟、蔡錦堂、李筱

不陷漢人偏見的全面性史觀 典藏台灣史1：史前人群
與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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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薛化元等重要台灣史學者之力，在台灣主體性的前提下，統整多年研

究成果，建構屬於台灣人的歷史。目前已出版〈史前人群與文化〉以及詹

素娟的〈台灣原住民史〉兩本著作。

張炎憲希望藉由台灣史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執筆，在台灣主體性的前提下，

導進研究成果，促進台灣社會對台灣歷史的瞭解，特別是讀者透過對台灣

歷史的認識，強化對台灣的認同、提升台灣意識。

談及張炎憲教授的研究精神，劉益昌表示，在中央研究院任職時就與他一

同訪問當時228事件及白色恐怖時代的人物，兩人更是居住在同社區的好朋

友，張炎憲曾給他一本描述日本人如何寫歷史的書，內容清楚談論日本人

從考古的立場，一步一步寫下整個日本史，劉益昌認為張炎憲無疑是主張

以「土地」書寫台灣歷史，劉益昌也希望藉由此書，引領大家從土地的觀

點來看台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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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製短片紀念邱紹亨

 成大製作短片《天使》，紀念早逝學生邱紹亨。（記者李政財攝）

 記者李政財／臺南報導

成大學生邱紹亨因車禍去世，父母感念獨子，慨捐500萬元成立「邱紹亨清寒獎學金」。這分大愛讓校方決定製 
作短片，讓更多人知道獎學金故事。片名《天使》的短片，由成大新聞中心製作，邀請邱紹亨好友回憶昔日點 

滴，並提供珍貴照片及影片。

   嘉南高屏澎

https://www.yd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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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自造基地補助計畫  北、南申請說明會報
名
記 者 盧 萍 珊 ／ 南 科 報 導
2 0 1 9 - 0 5 - 1 2

　科技部南科管理局「南科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一百零八年

補助計畫」，為使學研機構及新創事業了解申請方式，十三日下

午二時在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舉辦說明會，另十五日下午二時在成

大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歡迎有興趣投入ＡＩ新創培育與研

發者報名。 

　這項計畫自一百零六年十一月六日公布補助計畫實施要點，去

年已補助十七家學研機構及民間自造基地，藉由不同領域的想

法，整合彼此自造能量，促成產出ＶＲ探測車與FinTech機器人

等多項亮眼成果。

　今年修訂補助要點，以鼓勵學研機構及新創事業積極投入，提

升整體創新創業氛圍，並加速創業目標的實現，補助新創事業最

高二百萬元、學研機構最高五百萬元，期鏈結南科AI_Robo t自造

基地的設施與資源，促進新創發展及加速智慧機器人相關成果產

業化，帶進更多ＡＩ人才及產業發展。

　為使學研機構與新創事業了解計畫申請方式，南科管理局陸續

在北、南部舉辦說明會，歡迎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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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俊佑院長獎勵績優護理師。

慶祝護師節 成大醫院護理部落實全民均健目標
孫宜秋／南市

2019/5/11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5月12日

是國際護師節（ International Nurses

Day, IND），成大醫院護理部舉辦一

系列活動慶祝母親節。根秀欽講師演

講「快樂轉念之間-談職場紓壓」，揭

開護師節慶祝活動序曲。根老師具資

深護理背景，透過其臨床實務經驗以

幽默風趣的方式分享服務感動及領略專業成長，鼓勵護理師以正念轉念思維面對工

作之壓力與挫折，進而創造個人工作意義與價值。
 

 「護師節慶祝大會」由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的小學妹以「旗舞」表演，象徵未

來一群南丁格爾新血輪展現對護理照護的熱情；也透過「傳光儀式」期勉護理師  

 薪火相傳的專業精神，會中表揚本部93位臨床表現績優的護理師及工作夥伴，肯定

其努力奉獻之精神，亦藉由歡慶「國際護師節」同時向各界護理人員致敬。
 

 晚間於大東夜市辦理晚宴餐敘，晚宴席開百桌，敬邀科部主管及病房主任們與護

理師同樂。餐敘中結合民俗技藝體驗傳統文化活動（畫糖、棉花糖）：「枝枝畫

糖、串串棉花糖」-令人吸睛心動的獎項，營造會場熱鬧非凡的氛圍，讓護理師們在

陣陣的糖香中沉浸在歡愉氛圍，紓解平日工作壓力，創造完美難得的體驗。
 

 今年國際護師節主題為：《引領發聲-邁向全民均健》（Nurses: A Voice to Lead -

Health for All）"Health for All"最早是於1978年WHO在阿瑪阿塔宣言（Declaration

of Alma-Ata）中提出，藉由落實基層保健醫療來促進民眾健康，以達成全民均健的

目標（Health for All）。同時透過專業的護理師提供民眾有效的健康促進、預防、治

療、復健與緩和服務，提供全人、全家、全社區的連續性照護。
 

 成大醫院護理部呼應國際護師節大會主題，透過一連串的變革領導及全人照護的

理念，積極培育社區、高齡、長照及安寧相關人才，近年來積極走入社區，提供社

區民眾健康促進活動，達到延緩失能的目的，藉由醫療資源與社福資源的整合，建

立社區整體照顧服務的長照體系，以迎接高齡社會，透過跨專業的合作達到全民均

健的目標。
 

 在慶祝護師節歡樂氣氛後，回到職場上，成大醫院護理師將秉持本院「生命、愛

心、卓越、創新」之核心價值，實踐護理部「關懷、敬業、品質、成長」理念，以

病人及家屬為中心之照護信念，提供民眾更高品質的護理服務以達全民均健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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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512護師節 成大醫護理部落實全民均健目標

大成報／于郁金 2019.05.10 19:36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連凱斐/臺南報導】5月12日是國際護師節(International Nurses

Day,IND)，成大醫院護理部舉辦一系列活動慶祝母親節，根秀欽講師演講「快樂轉念

之間-談職場紓壓」，揭開護師節慶祝活動序曲。校方表示，根秀欽老師具資深護理背

景，透過其臨床實務經驗以幽默風趣方式，分享服務感動及領略專業成長，鼓勵護理師

以正念轉念思維，面對工作之壓力與挫折，進而創造個人工作意義與價值。  

 

「護師節慶祝大會」由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的小學妹以「旗舞」表演，象徵未來一群

南丁格爾新血輪展現對護理照護的熱情；也透過「傳光儀式」期勉護理師薪火相傳的專

業精神，會中表揚本部93位臨床表現績優的護理師及工作夥伴，肯定其努力奉獻之精

神，亦藉由歡慶「國際護師節」同時向各界護理人員致敬。  

 

晚間於大東夜市辦理晚宴餐敘，晚宴席開百桌，敬邀科部主管及病房主任們與護理師同

樂；餐敘中結合民俗技藝體驗傳統文化活動(畫糖、棉花糖)：「枝枝畫糖、串串棉花

糖」-令人吸睛心動的獎項，營造會場熱鬧非凡的氛圍，讓護理師們在陣陣的糖香中沉

浸在歡愉氛圍，紓解平日工作壓力，創造完美難得的體驗。  

 

今年國際護師節主題為：《引領發聲—邁向全民均健》(Nurses:A Voice to Lead –Hea

lth for All)「Health for All」最早是於1978年WHO在阿瑪阿塔宣言(Declaration of Al

ma-Ata)中提出，藉由落實基層保健醫療來促進民眾健康，以達成全民均健的目標(He

alth for All)；同時透過專業的護理師提供民眾有效的健康促進、預防、治療、復健與

緩和服務，提供全人、全家、全社區的連續性照護。  

 

成大醫院護理部呼應國際護師節大會主題，透過一連串的變革領導及全人照護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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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培育社區、高齡、長照及安寧相關人才，近年來積極走入社區，提供社區民眾健康

促進活動，達到延緩失能的目的，藉由醫療資源與社福資源的整合，建立社區整體照顧

服務的長照體系，以迎接高齡社會，透過跨專業的合作達到全民均健的目標。  

 

在慶祝護師節歡樂氣氛後，回到職場上，成大醫院護理師將秉持本院「生命、愛心、卓

越、創新」之核心價值，實踐護理部「關懷、敬業、品質、成長」理念，以病人及家屬

為中心之照護信念，提供民眾更高品質的護理服務以達全民均健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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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綜合、安南醫、成醫慶祝國際護師節
　 記 者 葉 進 耀 ／ 台 南 報 導
2 0 1 9 - 0 5 - 1 0

　台南市郭綜合醫院、安南醫院和成大醫院十日分別慶祝國際護

師節，郭醫致贈院內數百名護理人員護師節禮金，成大醫院則表

揚績優護理師，而安醫護理人員則全力聲援台北醫院附設護理之

家大火事件被起訴的兩名護理人員，高呼「天使救人、護理無

罪」口號。 

　郭醫慶祝護師節大會，特地安排包括化裝品、食品、日常用品

等攤位讓大家試吃、試用，慶祝護師節聯誼等系列活動，院方也

致贈禮金給體護理人員，現場還舉辦聯誼聚餐及趣味遊戲同歡。

　安南醫院的護師節慶祝大會開場即由護理部主任張嘉蘋帶領全

護師高喊「我護理、我驕傲」，並感謝護理師專業、無私的奉

獻。會後，護理部亦響應護理公會全聯會的連署，聲援日前北醫

護理之家大火事件被檢方起訴的兩位護理師，並請各界一起支持

護理，讓護理回歸照護病人的專業，把時間還給病人。

　成大醫院護師節慶祝大會由國立台南護專表演「旗舞」，象徵

未來一群南丁格爾新血輪展現對護理照護的熱情；也透過「傳光

儀式」期勉護理師薪火相傳的專業精神，會中表揚本部九十三名

臨床表現績優的護理師及工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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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蛋」像有蚯蚓爬…小心精索靜脈曲張 嚴重恐致不孕

2019-05-10 13:42 聯合報 記者陳雅玲╱即時報導

雲林縣⼀名張姓學⽣在⼤陸念⼤學，連續幾個⽉運動後會發⽣左側陰囊疼
痛，他返台到成⼤醫院⽃六分院就診，醫⽣發現他的陰囊外觀上像很多蚯
蚓爬在⽪膚下的樣⼦，經檢查確定是精索靜脈曲張，患者接受顯微⼿術後
再次回診表⽰，「蛋蛋終於不痛了」。

成⼤⽃六分院泌尿科醫師林宗彥表⽰，精索靜脈曲張是男性陰囊內的靜脈
⾎管不正常的擴張與腫脹，嚴重時在陰囊外觀上會有像很多蚯蚓爬在⽪膚
下的樣⼦，⽐較輕微則須靠觸診才能發現。

林宗彥指出，精索靜脈曲張約有10⾄15%的男性發⽣率，且好發於左
側，臨床上不⼀定會有症狀，有的⼈則會有陰囊悶痛感，容易發⽣在久
坐、久站或激烈運動後，平躺休息後則會有所改善，嚴重可能影響到睪丸
的精蟲製造功能，導致男性不孕，有些⻘少年會影響睪丸發育並出現患側
睪丸萎縮的情形。

精索靜脈曲張治療⽅式有多種，但研究顯⽰顯微結紮⼿術的復發率最低，
透過顯微鏡可以把影像放⼤⽅便更細膩地處理局部組織，吻合像⾎管、
輸精管等細⼩的管路，並減少不必要的傷害，併發症最少，⺠眾若有出現
相關疼痛症狀，應盡早就醫。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Q5NTI=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E9%86%AB%E9%99%A2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9D%9C%E8%84%88%E6%9B%B2%E5%BC%B5


2019/5/13 「蛋蛋」像有蚯蚓爬…小心精索靜脈曲張 嚴重恐致不孕 | 生活新聞 | 生活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804914 2/3

成⼤⽃六分院泌尿科醫師林宗彥表⽰，精索靜脈曲張是男性陰囊內的靜脈⾎管不正常的擴張與腫脹，

嚴重時在陰囊外觀上會有像很多蚯蚓爬在⽪膚下的樣⼦，⽐較輕微則須靠觸診才能發現。圖／成⼤⽃

六分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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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六分院泌尿科醫師林宗彥表⽰，精索靜脈曲張是男性陰囊內的靜脈⾎管不正常的擴張與腫脹，

嚴重時在陰囊外觀上會有像很多蚯蚓爬在⽪膚下的樣⼦，⽐較輕微則須靠觸診才能發現。圖／成⼤⽃

六分院提供

靜脈曲張﹒成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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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林宗彥表示，精索靜脈曲張嚴
重時陰囊像爬滿蚯蚓，必須及早治
療。（記者林國賢翻攝）

2019-05-10 16:43

〔記者林國賢／雲林報導〕雲林縣張姓大學生因左側陰囊疼痛到成大斗六

分院就診，醫生發現陰囊外觀有很多「蚯蚓」般條紋，經檢查確診為精索

靜脈曲張，經顯微手術後，蛋蛋終於不痛了。

成大斗六分院泌尿科醫師林宗彥表示，精

索靜脈曲張是男性陰囊內的靜脈血管不正

常擴張與腫脹，嚴重時陰囊外觀上會有像

很多蚯蚓爬在皮膚下，男性發生率約10至

15%，臨床上不一定會有症狀，有的人則

會有陰囊悶痛感，尤其在久坐、久站或激

烈運動後會疼痛，嚴重時會影響睪丸的精

蟲製造功能，導致不孕，青少年時影響睪

丸發育並出現患側睪丸萎縮的情形。

林宗彥表示，精索靜脈曲張治療方式有多種，但以研顯微結紮手術的復發

率最低，透過顯微鏡手術減少不必要的傷害，併發症最少，民眾若有出現

相關疼痛症狀，應盡早治療。

醫病》蛋蛋出現「蚯蚓」 除了痛還要小心不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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