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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挑戰3日。

成大EMBA戈14挑戰成功完賽 全員抵達終點
孫宜秋／南市

2019/5/8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功大

學EMBA組隊參加第十四屆玄奘之路

商學院戈壁挑戰賽，歷經4天3夜，全

員成功完賽抵達終點，並榮獲沙克爾

頓獎及奮進獎各一。奇景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資深經理吳志良表示，「回想

過去一年來的備賽與籌組經驗，我總

是害怕舊傷復發無法參賽，一度甚至

無法從跑步中獲得快樂的能量，但真正踏上戈壁路線的第一步開始，我知道這一切

絕對都是值得的。」
 

 「重走玄奘之路，共思時代英雄」。5月5日清晨4點，常樂營地如常響起起床號，

所有戈壁14挑戰賽隊員在寒風中鑽出帳篷，各自準備進行最後一天的比賽。而這天

也是第十四屆玄奘之路商學院戈壁挑戰賽，在甘肅省瓜州縣境內的浪柴溝遺址進行

最後一段賽程後，正式收關。
 

 成功大學EMBA戈14挑戰賽隊員，首日出發即體驗崎嶇地形的嚴峻，次日甚至颳起

九級強風，隊員們無不相互扶持逆風前行。到了第三日，挑戰賽全員生理狀況穩

定，但明顯感到體力下降，搭肩依賴也不再只是種情感，而是真真切切地需要夥伴

的協助，在賽制規定內一起踏進中繼站！最後一日，成大EMBA院長林正章膝蓋舊傷

復發，依然咬緊牙關與所有隊員於時限之內，搭肩緊握攜手彼此，共同邁出這荒漠

挑戰108公里的最後一步：「成功大學戈14挑戰賽全體抵達！」。
 

 直誠國際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擔綱本次成功大學戈壁挑戰賽校領隊的陳天利表

示，「這次的任務是要照顧好所有選手，希望所有選手都能在這遼闊中挑戰自我並

與他校多進行交流，然後所有成員最後一起無傷完賽。」他說，其實每個挑戰隊伍

背後都有無比辛勞的後勤及照護人員，感謝這些無名英雄的堅持，才得以讓每屆的

戈壁挑戰賽隊員無後顧之憂，可以盡力在天地曠野中奮力奔跑。
 

 5日下午14時30分許，隨著最後一名隊員抵達終點，也正式替挑戰賽畫下句號。本

次賽事超過60間兩岸四地EMBA華語商學院、近3400名選手參賽，每位選手經歷礫

石戈壁、峽谷、荒漠鹽鹼地、河流等地形地貌，經歷九級強風、烈日暴曬等極端天

氣，最終完成比賽。
 

 成大EMBA挑戰隊伍認為，參加戈壁馬拉松如同訂製人生課題，在目標確立參賽

後，耗費一年時間備賽；在理想訂定完賽後，隊員們用盡一切熬過全程，「在過程

中我們是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自己，不論是跋涉途中的艱困或是聚在一起刺破腳底水

泡的體驗。」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信仰，成大希望能將每一屆的精彩，透過最直接

的方式傳承下去，傳承那份名為成功大學的驕傲與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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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14挑戰賽  成大EMBA全隊完成
記 者 施 春 瑛 ／ 台 南 報 導
2 0 1 9 - 0 5 - 0 7

大 Ｅ Ｍ Ｂ Ａ 戈 壁 挑 戰 賽 順 利 完 賽 。  （ 成 大 提 供 ）

　成功大學ＥＭＢＡ組隊參加第十四屆玄奘之路商學院戈壁挑戰

賽，歷經四天三夜，全員成功完賽抵達終點，並且榮獲沙克爾頓

獎及奮進獎。 

　成大ＥＭＢＡ戈十四挑戰賽隊員，本月二至五日在中國甘肅省

挑戰一百零八公里的荒漠長征，首日出發即體驗崎嶇地形的嚴

峻，次日甚至颳起九級強風，隊員們無不相互扶持逆風前行。

　到了第三日，挑戰賽全員生理狀況穩定，但明顯感到體力下

降，搭肩依賴也不再只是種情感，而是真真切切地需要夥伴的協

助。最後一天，成大ＥＭＢＡ院長林正章膝蓋舊傷復發，依然咬

緊牙關與所有隊員於時限之內抵達終點。

　本次賽事超過六十間兩岸四地ＥＭＢＡ華語商學院、近三千四

百名選手參賽，每位選手經歷礫石戈壁、峽谷、荒漠鹽鹼地、河

流等地形地貌，經歷九級強風、烈日暴曬等極端天氣，最終完成

比賽。

　成大ＥＭＢＡ挑戰隊伍認為，參加戈壁馬拉松就像是人生課

題，在目標確立參賽後，他們耗費一年時間備賽，並用盡一切熬

過全程。

　奇景光電資深經理吳志良表示，回想過去一年來的備賽與籌組

經驗，他原本很害怕舊傷復發無法參賽，一度甚至無法從跑步中

獲得快樂的能量，但從真正踏上戈壁路線的第一步開始，他知道

這一切努力都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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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戈14挑戰賽 全體抵達；成
功完賽！
Posted By: TainanTalk  五月 7, 2019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重走玄奘之路，共思時代英雄』。５月５日清晨四點，常樂

營地如常響起起床號，所有戈壁14挑戰賽隊員在寒風中鑽出帳篷，各自準備進行最後一

天的比賽。而這天也是第十四屆玄奘之路商學院戈壁挑戰賽，在甘肅省瓜州縣境內的浪

柴溝遺址進行最後一段賽程後，正式收官。奇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經理吳志良表

示，回想過去一年來的備賽與籌組經驗，我總是害怕舊傷復發無法參賽，一度甚至無法

從跑步中獲得快樂的能量，但真正踏上戈壁路線的第一步開始，我知道這一切絕對都是

值得的！

（圖說）５月５日是第十四屆玄奘之路商學院戈壁挑戰賽，在甘肅省瓜州縣境內的浪柴

溝遺址進行最後一段賽程。（記者鄭德政翻攝） 
成功大學戈十四挑戰賽隊員，歷經本次賽事總計四天三夜，榮獲沙克爾頓獎及奮進獎各

一座。首日出發即體驗崎嶇地形的嚴峻，次日甚至颳起九級強風，成功大學EMBA挑戰

隊員們無不相互扶持逆風前行。第三日，挑戰賽全員生理狀況穩定，但明顯感到體力下

降，搭肩依賴也不再只是種情感，而是真真切切地需要夥伴的協助，在賽制規定內一起

踏進中繼站！最後一日，成功大學EMBA院長林正章膝蓋舊傷復發，依然咬緊牙關與所

有隊員於時限內，搭肩緊握攜手彼此，共同邁出這荒漠挑戰108公里的最後一步：「成

功大學戈14挑戰賽；全體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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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參加第十四屆玄奘之路商學院戈壁挑戰賽成功大學戈十四挑戰賽隊員，齊聚在

敦煌機場前合照。（記者鄭德政翻攝） 
直誠國際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擔綱本次成功大學戈壁挑戰賽校領隊陳天利表示，這次

任務是要照顧好所有選手，希望所有選手都能在這遼闊中挑戰自我，並與他校多進行交

流，然後所有成員最後一起無傷完賽。其實每個挑戰隊伍背後都有無比辛勞的後勤及照

護人員，感謝這些無名英雄的堅持，才得以讓每屆戈壁挑戰賽隊員無後顧之憂，可以盡

力在天地曠野中，奮力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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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功大學戈十四挑戰賽隊員，歷經本次賽事總計四天三夜，榮獲沙克爾頓獎及

奮進獎各一座。（記者鄭德政翻攝） 
５月５日當日下午14時30分許，隨著最後一名隊員抵達終點，正式替挑戰賽畫下句號。

本次賽事超過60間兩岸四地EMBA華語商學院、近3400名選手參賽，每位選手經歷礫石

戈壁、峽谷、荒漠鹽鹼地、河流等地形地貌，經歷九級強風、烈日暴曬等極端天氣，最

終完成比賽。成功大學EMBA挑戰隊伍認為，參加戈壁如同訂製人生課題，在目標確立

參賽後，耗費一年時間備賽；在理想訂定完賽後，隊員們用盡一切熬過全程，在過程中

我們是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自己，不論是跋涉途中的艱困或是聚在一起刺破腳底水泡的體

驗。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信仰，成功大學希望能將每一屆的精彩，透過最直接的方式傳

承下去，傳承那份名為成功大學的驕傲與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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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K搶人才 成大就博會開「薪」就業

勞動部將在成功大學舉辦就博會，其中逾5成職缺待遇30k起跳。（雲嘉南分署提供）

更新: 2019-05-07 9:34 PM    標籤: 就博會, 徵才活動, 勞動部

【大紀元2019年05月07日訊】（大紀元記者賴友容台灣台南報導）成大就博會的產業面

向多元，包括製造業、綠能光電、農業生技、服務等領域，雲嘉南分署長劉邦棟表示，有

超過一半職缺為中高階職缺、起薪從30K起跳，徵才廠商中逾4成是上市櫃公司，大多是位

於雲嘉南區的在地優質企業。

例如將在台南開幕的煙波大飯店（房間數台南第一）、生產螺絲螺帽隱形冠軍的恒耀工

業、與全台最大機能布廠的宏遠興業等等，釋出餐廳領班、產品工程師及儲備幹部等職

缺。

待遇最高的職缺是正道工業開出月薪70K徵求生產製造主管，精奕興業也開出70K要找儲

備課長。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周六（5/11）將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舉辦大型徵才博覽

會，當天包括台積電、大立光、群創光電、東陽實業、大億交通、台南紡織、大成長城、

好市多等90家企業釋出超過6,500個工作機會，其中超過5成職缺待遇30K起跳。

http://i.epochtimes.com/assets/uploads/2019/05/468a3d529d2b15c8c4dba830d83cfc77-600x400.jpg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b0%b1%e5%8d%9a%e6%9c%83.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be%b5%e6%89%8d%e6%b4%bb%e5%8b%95.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8b%9e%e5%8b%95%e9%83%a8.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b0%b1%e5%8d%9a%e6%9c%83.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8b%9e%e5%8b%95%e9%83%a8.html


2019/5/8 70K搶人才 成大就博會開「薪」就業 | 徵才活動 | 勞動部 | 大紀元

www.epochtimes.com/b5/19/5/7/n11239878.htm 2/2

現場除徵才活動外，還可體驗中高齡輔具，及提供了解自身適性的專業職業適性測驗，並

由長榮大學無人機中心、迷客夏、台灣龍盟複合材料公司等5家廠商進行成品展示與實作體

驗，供操控無人機或DIY飲品等。

此外，也展示以胡桃木、橡木等材質，利用榫接技巧製作而成的書架、茶几與矮凳等家具

製品170件，現場以材料基本價販售，更以車展概念供民眾了解分署服務資源，參觀民眾

有賞車禮可拿。讓自己開「薪」就業吧。◇

責任編輯：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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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博覽會現場將展出職訓學員利
用榫接技巧製作而成的家具。（記
者劉婉君攝）

2019-05-07 13:44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11日將在國立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舉辦大型徵才博覽會，共有90家企業釋出超過6500個工

作機會，其中逾5成待遇30K起跳。

當天參與的企業包括台積電、大立光、群

創光電、東陽實業、大億交通、台南紡

織、大成長城、好市多、王品集團、台糖

長榮酒店等，有廠商為了搶人才，開出最

高70K的生產製造主管、課長等工作機

會。

雲嘉南分署長劉邦棟表示，此次就博會涵

蓋製造業、綠能光電、農業生技、服務等

領域，逾半為中高階職缺、起薪從30K起

跳，徵才廠商中超過4成是上市櫃公司，且大部分是位於雲嘉南區的在地優

質企業。

劉邦棟說，現場還規劃中高齡友善諮詢及職務再設計專區、YS青年就業服

務區，產業展示區則有無人機或飲品等展示與實作體驗；職訓精品廊道區

展出雲嘉南分署「創意家具設計及製作班」歷屆學員利用榫接技巧製作的

書架、茶几等家具170件；職訓就服聯合車展區則聚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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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車展概念供民眾了

解分署服務資源，參觀民眾還有賞車禮可拿。

另外，就博會也首次將公司簡介與職缺等資訊以圖像化的線上電子書方式

呈現，讓民眾能更方便、快速瀏覽職缺相關訊息，當日現場亦有人資顧問

幫忙履歷健檢、模擬面試及職涯諮詢等服務。

好「薪」情！ 台南就博會逾5成職缺薪水30K起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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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徵才就博會5/11成大登場　逾5成職缺薪水30K

起跳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19-05-08 00:1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5/11，將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舉辦大型徵才博

覽會，當天包括台積電、大立光、群創光電、東陽實業、大億交通、台南紡

織、大成長城、好市多、王品集團、台糖長榮酒店等90家企業釋出超過6500

個工作機會，其中超過5成職缺待遇30K起跳，甚至還有廠商開出最高70K的生

產製造主管、課長等工作機會來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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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南分署長劉邦棟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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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缺也很豐富，有超過一半職缺為中高階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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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地優質企業，如下半年將在台南開幕的煙波大飯店(房間數台南第一)、生

產螺絲螺帽的隱形冠軍恒耀工業、全台最大機能布廠宏遠興業等釋出餐廳領

班、產品工程師及儲備幹部等不錯職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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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邦棟說，現場除徵才活動外，就博會也特別規劃五大專區，分別是可體驗中

高齡輔具的「中高齡友善諮詢及職務再設計專區」；還有提供專業職業適性測

驗，讓青年朋友能瞭解自身適性的「YS青年就業服務區」；「產業展示區」則

有長榮大學無人機中心、迷客夏、台灣龍盟複合材料公司等5家廠商進行成品

展示與實作體驗，民眾可現場操控無人機或DIY飲品等。

 
此外，「職訓精品廊道區」也展示分署開設全國唯一「創意家具設計及製作

班」歷屆學員以胡桃木、橡木等材質利用榫接技巧製作而成的書架、茶几與矮

凳等家具製品170件，並於現場以材料基本價販售回饋民眾；「職訓就服聯合

車展區」則聚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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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車等，以車展概念供民眾了解分署服務資源，來參觀民眾還有賞車禮可拿。

 
這次就博會也首次將公司簡介與職缺等資訊以圖像化的線上電子書方式呈現，

讓民眾能更方便、快速瀏覽職缺相關訊息，同時為體貼求職民眾，當日現場亦

有人資顧問幫忙履歷健檢、模擬面試及職涯諮詢等服務，還有多元農特產品展

售試吃及手工DIY體驗活動，歡迎想求職或轉職民眾參加，讓自己開「薪」就

業，相關活動內容可上雲嘉南分署官網查詢。

 
 
 



2019/5/8 勞動部就博會511成大登場釋出6500個工作機會

www.bcc.com.tw/newsView.3320062 1/2

官網首頁 > 中廣新聞網 NewsRadio > 生活

勞動部就博會511成大登場釋出6500個工作機會

2019/05/07 16:24 報導

找工作、照過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本周六(5/11)將在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舉辦大型徵
才博覽會，包括台積電、大立光等90家企業釋出超過6,500個工作機會，其中超過5成職缺待遇30K起
跳，甚至還有廠商開出最高70K的生產製造主管、課長等工作機會來搶人才。  

雲嘉南分署長劉邦棟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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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缺也很豐富，有超過一半職缺為中高階職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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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如下半年將在台南開幕的煙波大飯店(房間數台南第
一)、生產螺絲螺帽的隱形冠軍恒耀工業、全台最大機能布廠宏遠興業等釋出餐廳領班、產品工程師及
儲備幹部等不錯職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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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邦棟說，現場除徵才活動外，就博會也特別規劃五大專區，分別是可體驗中高齡輔具的「中高齡友
善諮詢及職務再設計專區」；還有提供專業職業適性測驗，讓青年朋友能瞭解自身適性的「YS青年就
業服務區」；「產業展示區」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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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可現場操控無人機或DIY飲品等。 此外，「職訓精品廊道區」也展示分署開設全國唯一「創意家
具設計及製作班」歷屆學員家具製品170件，並於現場以材料基本價販售回饋民眾；「職訓就服聯合車
展區」則聚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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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車展概念供民
眾了解分署服務資源，來參觀民眾還有賞車禮可拿。  

另這次就博會也首次將公司簡介與職缺等資訊以圖像化的線上電子書方式呈現，讓民眾能更方便、快
速瀏覽職缺相關訊息，同時為體貼求職民眾，當日現場亦有人資顧問幫忙履歷健檢、模擬面試及職涯

http://www.bcc.com.tw/index.asp
http://www.bcc.com.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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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等服務，還有多元農特產品展售試吃及手工DIY體驗活動，歡迎想求職或轉職民眾踴躍參加，相關
活動內容可上雲嘉南分署官網查詢。(中廣記者陳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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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嘉祥／台南報導】 2019/05/08

勞部成大就博會 給你好薪情

勞動部勞動⼒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週六）將在成功⼤學光復校區舉辦⼤型徵
才博覽會，包括台積電、⼤⽴光、群創光電、東陽實業、⼤億交通、台南紡織、⼤
成⻑城、好市多、王品集團、台糖⻑榮酒店等九⼗家企業釋出超過六千五百個⼯作
機會，其中超過五成職缺待遇三萬元起跳，甚⾄有廠商開出最⾼七萬元的⽣產製造
主管、課⻑等⼯作機會來搶⼈才。

 
 

雲嘉南分署⻑劉邦棟表⽰，此次就博會產業⾯向多元，逾四成是上市櫃公司，⼤部
分是雲嘉南區優質企業，超過⼀半為中⾼階職缺，起薪從三萬元起跳，其中正道⼯
業及精奕興業兩家公司都開出⽉薪最⾼七萬元徵求⽣產製造主管及儲備課⻑，今年
也⾸次將公司簡介與職缺等資訊以圖像化線上電⼦書⽅式呈現，讓⺠眾更⽅便快速
瀏覽職缺訊息。

 
 

就博會除提供職缺，也規劃五⼤專區，包括可體驗中⾼齡輔具的「中⾼齡友善諮詢
及職務再設計專區」、提供專業職業適性測驗的「YS⻘年就業服務區」，「產業展
⽰區」有⻑榮⼤學無⼈機中⼼、迷客夏、台灣⿓盟複合材料等五家廠商進⾏成品與
展⽰與實作體驗，讓⺠眾操控無⼈機或⾃製飲品。

 
 

「職訓精品廊道區」展⽰南分署全國唯⼀「創意傢具設計及製作班」歷屆學員以胡
桃⽊、橡⽊加榫接技巧製作的書架、茶⼏等傢具共⼀百七⼗件，並以材料基本價販
售回饋⺠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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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展概念讓⺠眾瞭解分署服務資源，來參觀還有賞
⾞禮，現場病友⼈資顧問履歷健檢、模擬⾯試、職涯諮詢及多元農特產品展售試吃
及⼿⼯體驗活動，活動內容可上雲嘉南分署官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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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6500職缺  就博會週六成大登場
記 者 羅 玉 如 ／ 台 南 報 導
2 0 1 9 - 0 5 - 0 7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十一日將在成大光復校區舉辦

大型徵才博覽會。屆時台積電、大立光、群創光電、東陽實業、

大億交通、台南紡織等九十家企業將釋出六千五百個以上的工作

機會。其中超過五成職缺待遇３０Ｋ起跳，甚至有廠商開出最高

７０Ｋ徵求生產製造主管、課長等人才。 

　雲嘉南分署長劉邦棟表示，此次就博會產業面向多元，涵蓋製

造業、綠能光電、農業生技、服務等領域。一半以上職缺為中高

階職缺，起薪從３０Ｋ起跳。徵才廠商逾四成是上市櫃公司，大

部分是位於雲嘉南區的在地優質企業。號稱客房數台南最多預計

下半年開幕的台南煙波大飯店、生產螺絲螺帽的隱形冠軍恒耀工

業、全台最大機能布廠宏遠興業等，分別釋出餐廳領班、產品工

程師及儲備幹部等不錯職缺。正道工業開出月薪最高７０Ｋ徵求

生產製造主管；精奕興業也開出７０Ｋ要找儲備課長。

　除了徵才活動，就博會現場另規劃五大專區。中高齡友善諮詢

及職務再設計專區，可體驗中高齡輔具。YS青年就業服務區提供

專業職業適性測驗。產業展示區由長榮大學無人機中心、迷客

夏、台灣龍盟複合材料公司等五家廠商展示成品、推出實作體

驗，民眾可現場操控無人機或DIY飲品。

　雲嘉南分署開設全國唯一的創意家具設計及製作班，職訓精品

廊道區展示歷屆學員以胡桃木、橡木等材質，利用榫接技巧製作

而成的書架、茶几與矮凳等一百七十件家具製品，屆時將以材料

基本價出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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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車展概念供民眾

了解分署服務資源，參觀民眾還有賞車禮可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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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國際工作坊暨研討會開幕式。

新南向搭橋計畫 第一屆國際工作坊暨研討會 開創互相合作
交流的可能性

孫宜秋／南市

2019/5/8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由衛生

福利部委託辦理、成大醫學院承辦之

「新南向政策-搭橋暨精神醫療與心理

衛生國際合作研究發展計畫（以下簡

稱搭橋計畫）」，於4月26-28日在成

功大學成杏校區舉辦第一屆國際工作

坊暨研討會，3天議程包含了圓桌會

議、專題演講、研討會與壁報論文發表等。共有來自泰國、印尼、越南、馬來西

亞、柬埔寨、菲律賓、印度、澳大利亞、孟加拉、斯里蘭卡等10個「新南向」國家

的精神衛生相關官員、學者、臨床專業人員參與。
 

 搭橋計畫主持人楊延光教授指出，在26日的圓桌會議中，各國重要學者與官員齊

聚一堂，分別報告該國心理衛生醫療現況，並互相討論取經，了解各國長處與困

境，初探互相合作交流的可能性，過程顯示各國也深切期待深化對彼此的了解。藉

由本次研討會的舉辦，不僅促成南向各國之國際交流，也奠定我國在協助新南向各

國發展精神醫療與心理衛生的樞紐地位。
 

 在衛福部心口司諶立中司長見證下，楊延光教授並與泰國衛生部心理健康司副司

長Dr. Samai Sirithongthaworn，簽訂成大醫學院與泰國清邁兒童發展醫院之合作備

忘錄；泰國清邁兒童發展醫院於兒童心理發展相當有規模，未來也希望與成大兒童

青少年精神科有更多合作。該院長期致力學術研究，設立有優良的國際期刊，編輯

群廣納亞洲各國、紐澳與美國的重要學者，可作為我國進行國際學術交流的重要入

口。
 

 成功大學張俊彥副校長亦代表成大醫學院，與印尼艾爾朗加大學醫學院代表Dr.

Azimatul Karimah簽署院際合作備忘錄。艾爾朗加大學為印尼歷史悠久之名校，與教

學風氣鼎盛的成大可望於精神醫學教育有更多交流，而該院代表在全程會議中，展

現與成大交流的熱情，將是未來成大與新南向國家進行研究計畫交流的重要起點，

且該院精神科在社區推行多樣化的衛教服務，也有值得借鏡之處。
 

 楊延光教授表示，此次會議是搭橋計畫的第一步，台灣與新南向各國面對面交

流，有助於台灣精神醫療及心理健康技術與相關高等教育的輸出；未來，將更進一

步搭建線上學術影音平台，媒合各國碩博生來台進修，與新南向各國學術機構雙邊

參訪等。藉由此次會議的媒合，他相信搭橋計畫會持續蓬勃開展，台灣與各國能有

更密切的連結。
 

 此次研討會並特別舉辦了「年輕精神科醫師論壇」，在中國醫藥大學蘇冠賓教授

協助下，來自各國的頂尖年輕醫師紛紛發表所屬研究領域發現，當中，「成癮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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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尤為各國年輕醫師所重視，如泰國的Dr. Varoth發表其在英國的研究主題：滑手

機與心理健康之關係、馬來西亞的Dr. Nicolas發表對成癮議題的心理治療模式等。論

壇的氣氛熱烈，與會者紛紛表示本次搭橋計畫研討會經驗很好，是友誼的開始，並

在網路上發起臉書交流社團，展現積極活力。
 

 27號的專題演講中，澳大利亞的Matthew Large教授針對自殺防治有精闢的見解，

泰國Dr. Samai Sirithongthaworn則分享泰國對自閉症類群障礙孩童的早療篩檢介入

模式。研討會的主題也相當多元，有自殺防治、成癮、兒青精神衛生、教育研究合

作、災難心理、早期精神病等，顯現新南向各國目前亟需重視的心理議題。我國在

這些議題各有專業人才深耕有成，如台大心理系陳淑惠教授針對莫拉克風災後的心

理衛生資源深入探討，未來可望藉搭橋計畫與各國進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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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搭橋計畫】第一屆國際工作坊暨研討會

【民正新聞記者:蔡永源台南報導】由衛生福利部委託辦理、成大醫學院承辦之「新南

向政策-搭橋暨精神醫療與心理衛生國際合作研究發展計畫（以下簡稱搭橋計畫）」，

於4月26-28日在成功大學成杏校區舉辦第一屆國際工作坊暨研討會，3天議程包含了

圓桌會議、專題演講、研討會與壁報論文發表等。共有來自泰國、印尼、越南、馬來

西亞、柬埔寨、菲律賓、印度、澳大利亞、孟加拉、斯里蘭卡等10個「新南向」國家

的精神衛生相關官員、學者、臨床專業人員參與。

 

搭橋計畫主持人楊延光教授指出，在26日的圓桌會議中，各國重要學者與官員齊聚一

堂，分別報告該國心理衛生醫療現況，並互相討論取經，了解各國長處與困境，初探

互相合作交流的可能性，過程顯示各國也深切期待深化對彼此的了解。藉由本次研討

會的舉辦，不僅促成南向各國之國際交流，也奠定我國在協助新南向各國發展精神醫

療與心理衛生的樞紐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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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衛福部心口司諶立中司長見證下，楊延光教授並與泰國衛生部心理健康司副司長Dr.

Samai Sirithongthaworn，簽訂成大醫學院與泰國清邁兒童發展醫院之合作備忘錄；

泰國清邁兒童發展醫院於兒童心理發展相當有規模，未來也希望與成大兒童青少年精

神科有更多合作。該院長期致力學術研究，設立有優良的國際期刊，編輯群廣納亞洲

各國、紐澳與美國的重要學者，可作為我國進行國際學術交流的重要入口。

 

成功大學張俊彥副校長亦代表成大醫學院，與印尼艾爾朗加大學醫學院代表Dr. Azima

tul Karimah簽署院際合作備忘錄。艾爾朗加大學為印尼歷史悠久之名校，與教學風氣

鼎盛的成大可望於精神醫學教育有更多交流，而該院代表在全程會議中，展現與成大

交流的熱情，將是未來成大與新南向國家進行研究計畫交流的重要起點，且該院精神

科在社區推行多樣化的衛教服務，也有值得借鏡之處。

 

楊延光教授表示，此次會議是搭橋計畫的第一步，台灣與新南向各國面對面交流，有

助於台灣精神醫療及心理健康技術與相關高等教育的輸出；未來，將更進一步搭建線

上學術影音平台，媒合各國碩博生來台進修，與新南向各國學術機構雙邊參訪等。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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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次會議的媒合，他相信搭橋計畫會持續蓬勃開展，台灣與各國能有更密切的連

結。

 

此次研討會並特別舉辦了「年輕精神科醫師論壇」，在中國醫藥大學蘇冠賓教授協助

下，來自各國的頂尖年輕醫師紛紛發表所屬研究領域發現，當中，「成癮議題」尤為

各國年輕醫師所重視，如泰國的Dr. Varoth發表其在英國的研究主題：滑手機與心理

健康之關係、馬來西亞的Dr. Nicolas發表對成癮議題的心理治療模式等。論壇的氣氛

熱烈，與會者紛紛表示本次搭橋計畫研討會經驗很好，是友誼的開始，並在網路上發

起臉書交流社團，展現積極活力。

 

27號的專題演講中，澳大利亞的Matthew Large教授針對自殺防治有精闢的見解，泰

國Dr. Samai Sirithongthaworn則分享泰國對自閉症類群障礙孩童的早療篩檢介入模

式。研討會的主題也相當多元，有自殺防治、成癮、兒青精神衛生、教育研究合作、

災難心理、早期精神病等，顯現新南向各國目前亟需重視的心理議題。我國在這些議

題各有專業人才深耕有成，如台大心理系陳淑惠教授針對莫拉克風災後的心理衛生資

源深入探討，未來可望藉搭橋計畫與各國進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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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產學研聯盟5/16舉辦智慧交通論壇

因⾃駕⾞的出現使⼈⼯智慧結合交通發展成為熱⾨議題之⼀，國家實驗研究
院轄下⼈⼯智慧產學研聯盟受南科管理局委託，執⾏臺灣AI創新合作計畫，
將於5⽉16⽇下午在成⼤會館舉辦智慧交通論壇，邀請國內智慧交通專家學者
及業界代表蒞臨演講，分享⼈⼯智慧技術如何運⽤⾄⾞輛技術及交通範疇。

本次活動由中⼭⼤學機電系彭昭暐教授擔任主要策劃⼈，彭昭暐教授⻑年耕
耘於⾃駕⾞技術研究，本次論壇討論重點著重於⾃駕⾞與AI技術的討論，邀
請成功⼤學莊智清教授、交通⼤學郭峻因教授、⾞輛研究測試中⼼許琮明博
⼠及光寶科技陳俊雄總監幾位⾃駕⾞領域專家擔任講者，⾃學界、研發單位
及產業界等不同⾓度分享AI的應⽤與⾃駕⾞的技術發展。

活動現場也規劃廠商展⽰區，邀請⾞⽤電⼦、服務系統等相關廠商設攤，展
⽰智慧交通相關之技術與產品，並於演講結束後安排交流時間，提供機會讓
現場與會者和講者及廠商相互交流，媒合更多商機與合作可能性。

⼈⼯智慧產學研聯盟召集⼈楊弘敦表⽰，聯盟成⽴宗旨在於為臺灣產學界服
務，串聯各家資源，創造平台提供交流機會，為產業媒合更多合作機會，以
產業AI化為⽬標。楊召集⼈期待藉由不同活動的辦理，能讓南台灣產業了解
台灣當前AI技術的發展，帶動產業AI化促成產業轉型與升級，為南台灣帶來
更多商機與⽣機。活動歡迎對智慧交通議題感興趣者或相關廠商來展⽰及交
流。

活動⽇期：108年5⽉16⽇ 13:00-16:30

活動地點：成⼤會館3F會議廳C(台南市東區⼤學路2號)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YA6bt24VGUUdHreP8

2019-05-07 16:24 經濟日報 洪紹晏

讚 33 分享 Y ⽤LINE傳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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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演講 ⾼思博談<與惡>：希望就在雲後⾯！

▲⼤台南市政倡議發展聯盟理事⻑⾼思博，在成⼤發表第⼀場專題演講「希望就在雲
後⾯！」，深⼊淺出剖析無差別殺⼈、死刑、精障者權益、新聞報導等議題。（圖／
記者林悅翻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台南市政倡議發展聯盟理事⻑⾼思博，5⽉6⽇晚上在成⼤發表第⼀場專題演講「希
望就在雲後⾯！」，提醒公務⼈員和學⼦⾯對複雜多元的社會需求，專注研究公共政
策的各種⾯向，以社會共業的視野，提出完整的策略，供主政者抉擇，建⽴適⽤的社
會制度，造福⺠眾。

成功⼤學社科學院政治系，邀請⾼思博針對最近引發社會各界熱烈討論的公視連續劇
「我們與惡的距離」談起，發表專題演講，⾼思博從留美法律博⼠的司法專業⾓度出
發，深⼊淺出剖析該劇所揭⽰的無差別殺⼈、死刑、精障者權益、新聞報導等議題，

0:000:00 / 2:41/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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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多位現職公務⼈員、教師的成⼤碩⼠班學⼦互動交流，相關意⾒將在發展聯盟會
務活動中陸續廣泛討論。

⾼思博指出，<我>劇相當寫真，具體地呈現出⽬前社會對死刑議題中相關社會評論、
社會制度的疑義，以司法專業⽽論現階段並沒有正確的解答，值得各界繼續探討，但
很適合當政者列為施政⽅針的研究論述的基礎。

根據劇中各主⾓經典台詞，⾼思博整理出三⼤課題，包括：殺⼈⼀定有原因嗎？⺠主
法治國家⽤死刑撫慰⼈⼼不對嗎？社會制度的不⼈道可以成為個⼈免責的理由嗎？根
本上是個⼈意志對抗社會共業的產物。

⾼思博認為，現代社會多元發展，與傳統社會的單純、固定⺠情截然不同，所以執著
去探究、解釋原因，往往於事無補，相關公務⼈員在擬定對策時，應充分對成本、價
值觀、政治性等需求，進⾏分析研究之後，提出對等的⽅案，讓主事者務實判定當時
最適當可⾏的決策，例如許多死刑或特赦的爭議，就該由總統負責任裁決施⾏，讓希
望在烏雲後⾯出現，應可有效化解社會無窮的爭議。

關鍵字：成⼤,演講,⾼思博

https://www.ettoday.net/news/tag/%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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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思博成大演講　談希望就在雲後面
記者莊漢昌／台南報導  2019-05-08 00:09

希望就在雲後面！「大台南市政倡議發展聯盟」創會理事長高思博，日前晚間

在成大發表第一場專題演講，提醒公務人員和學子面對複雜多元的社會需求，

專注研究公共政策的各種面向，以社會共業的視野，提出完整的策略，供主政

者抉擇，建立適用的社會制度，造福民眾。

 
成功大學社科學院政治系邀請高思博，針對最近引發社會各界熱烈討論的公視

連續劇「我們與惡的距離」談起，發表專題演講，高思博從留美法律博士的司

法專業角度出發，深入淺出剖析該劇所揭示的無差別殺人、死刑、精障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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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新聞報導等議題，並與多位現職公務人員、教師的成大碩士班學子互動交

流。

 
高思博指出，<我>劇相當寫真具體地呈現出目前社會對死刑議題中相關社會

評論、社會制度的疑義，以司法專業而論現階段並沒有正確的解答，值得各界

繼續探討，但很適合當政者列為施政方針研究論述的基礎。

 
根據劇中各主角經典台詞，高思博整理出三大課題，包括：殺人一定有原因

嗎？民主法治國家用死刑撫慰人心不對嗎？社會制度的不人道可以成為個人免

責的理由嗎？根本上是個人意志對抗社會共業的產物。

 
高思博認為，現代社會多元發展，與傳統社會的單純、固定民情截然不同，所

以執著去探究、解釋原因，往往於事無補，相關公務人員在擬定對策時，應充

分對成本、價值觀、政治性等需求，進行分析研究之後，提出對等的方案，讓

主事者務實判定當時最適當可行的決策，例如許多死刑或特赦的爭議，就該由

總統負責任裁決施行，讓希望在烏雲後面出現，應可有效化解社會無窮的爭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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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空污研討台中登場 聚焦工業鍋爐改善
最新更新：2019/05/07 17:36

2019空氣污染研討會台中場7日舉行，會中聚焦工業鍋爐空污改善議題，邀請學者專家及政府代表與會
分享，吸引民眾到場參與。中央社記者蘇木春攝　108年5月7日

（中央社記者蘇木春台中7日電）產官學界今天在台中共同舉辦空氣污染研討會，會

中聚焦工業鍋爐空污改善議題，研討會發起人詹昀融說，空污已是公共衛生重要議

題，希望喚起工業鍋爐業者重視。

研討會發起人、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博士詹昀融，有感於空氣污染越趨嚴重，除大

型固定污染源的發電廠與交通工具的移動性污染源外，認為工業用鍋爐也應是空污改

善重點之一，因此規劃在北、中、南舉辦研討會，邀集產官學界代表討論。

今天研討會在台中市西區亞太雲端大樓舉行，邀請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技正賴俊

甫、台灣鍋爐協會秘書長賴桂堂、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副理張韋豪等人與會，會中討

論政府工業鍋爐輔導改善資源、低污染能源替代方案優劣與國際能源趨勢等議題。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loc.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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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昀融致詞說他研究空污領域多年，10多年前在中部做空氣污染影響健康的評估，

選定6到12歲孩童，排除交通、油煙等外在因素，進行生物、抽血等體檢分析，發現

居民健康確實受到空污影響，使他受很大衝擊。

他提到，近年國內空污議題在廢核與減煤之間拉扯，但國外很多經驗可以參考，工業

鍋爐不只可以從重油或燃煤換成高成本的天然氣，也能使用生質燃料來改善，降低空

污改善成本。

環保署去年9月公告加嚴鍋爐的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排放標準，並規定

所有鍋爐都須在民國109年7月1日前符合標準。

賴俊甫指經濟部去年10月公告修正「經濟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工業鍋爐改善

作業要點」部分規定，期待擴大補助對象，加速改善空氣污染，計畫優先推動鄰近天

然氣減壓站或管線的2090座工業鍋爐改用天然氣，其餘透過輔導加裝空污防制設備

以符合加嚴標準。

他表示，補助範圍包括原鍋爐使用液體、固體燃料，改用低污染的氣體燃料、柴油，

或是停用鍋爐改用能源整合中心提供的蒸氣，以及原先鍋爐使用柴油，改用低污染性

氣體燃料。

賴俊甫指業者仍比較偏好低成本的燃油與燃煤鍋爐，但遲早必須花費高成本建置空污

改善設備，政府除推動改用天然氣，也推動多元燃料改善路徑，讓空污改善更進一

步。補助相關訊息可上工業局網站查詢。（編輯：翁翠萍）108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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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空氣污染研討會7日前進台中舉行，
研討會發起人詹昀融說，空污已是公共衛
生重要議題，盼喚起工業鍋爐業者對空污
問題的重視。中央社記者蘇木春攝　108
年5月7日

2019空氣污染研討會台中場次7日登場，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技正賴俊甫會中以「政府空
污防治策略與工業鍋爐輔導資源」為主題進行分享。中央社記者蘇木春攝　108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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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卉溱「生命最初的記憶」攝影展　成大醫院藝術

走廊展出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19-05-08 14:39

成大醫院門診大樓2樓候診區的藝術走廊8日換上最新攝影展，第23期主題是

「生命最初的記憶」，賴卉溱攝影師捕捉新生兒階段最純真的模樣，記錄寶寶

人生的起點，許多人看了都非常感動。

 



2019/5/8 賴卉溱「生命最初的記憶」攝影展 成大醫院藝術走廊展出 | 台灣好新聞 TaiwanHot.net

www.taiwanhot.net/?p=706176 2/2

賴攝影師提供32幅作品，畫面中的新生兒平靜沉睡，彷彿與世隔絕，賴攝影師

解釋，新生兒拍攝最佳時機是出生5-12天，因為寶寶還沒有適應外界環境，仍

然保持在媽媽肚子中長時間睡眠的習慣，所以新生兒照片大部分呈現睡眠模

樣。

 
賴攝影師說自己25歲就當媽媽，想要一份能兼顧小孩、又能發揮專業的工作，

於是開始接觸新生兒攝影。

 
賴老師在美國和澳洲進修新生兒拍攝技巧，也得過亞洲國際攝影組銀獎，希望

透過拍攝新生兒，記錄一個純真的生命帶給大家的感動。展覽地點：門診大樓

2樓候診區，展覽時間：即日起至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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