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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成大不分系準新生黃靖傑 決志空污防制研究
孫宜秋／南市

2020/2/21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高雄林

園高中中油班學生黃靖傑尚未畢業，

已透過成功大學不分系特殊選才管道

成為成大109學年的準新生。他在寒

假期間參加成大為期5天的「大高雄

跨領域體驗營」，感受到豐沛的學術

氣息與資源，下定決心未來要在成大

深度且廣泛學習。不分系沒有既定的修課綱要，家住林園的黃靖傑有感於空氣品質

對環境與健康的重要，立定志向要朝減緩空污的研究目標發展。

 小學三年級時靖傑的父親去世，深感母親獨力照顧家庭的艱辛，他的人生觀比同

齡孩子成熟，積極進取，努力上進。國中就讀林園高中國中部 ，進入數理資優班

後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也開啟了多元發展的潛能。

 國中升高中時，黃靖傑一心想幫忙減輕家裡經濟負擔，選擇原校高中部免學雜費

的中油產學班，所考量的是，讀中油班有機會申請中油的獎學金貼補家用，且中油

班的讀書風氣也不錯，能讓他專注學習。

 讀高一時，他已經開始思考空污改善的研究，在參訪中油廠區過程觸動了改進汽

機車排放廢氣的想法。他在化學講義上看到計算碳氫氧化合物實驗，心想既然氫氧

化鈉可吸收二氧化碳，應該也能適用其他鹼性化合物，自行查詢資料後著手設計實

驗，試著透過鹼性化合物去吸收汽機車排放的氣體，寫成小論文投稿，獲得全國高

中小論文比賽甲等。

 高二時進一步提出以無人載具搭載PM2.5感測器去做空氣品質偵測，並搭配物聯

網的概念以即時通報相關單位，甚至可以用群飛的技術定位出哪一間工廠在排放污

染源，此一專題獲得全國高中職學生新興科技物聯網創意競賽優等。後來也嘗試以

二氧化碳感測器去偵測汽機車排放出來的氣體，同時也結合物聯網的概念，另做出

一篇專題參與高雄市科展。

 關注議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等自動學習的過程，讓黃靖傑學到更多知識與技

術，也更加確定日後想走的目標與方向。今年（109年）9月進成大後，他也將秉

持自主學習的態度，在不分系裡盡情學習與發展。

 決定讀成大，放棄了高中畢業即可進入中油上班的機會。他感謝母親的支持，讓

他朝向心中的目標邁步前進。「媽媽的愛，給了我無比的溫暖與向上動力。」他

說，民國100年父親走後，母親擔任清潔隊員，每天日曬雨淋，雖然之後轉為室內

工作，但也要搬扛重物，導致腳底板發炎。媽媽如此辛苦撫養著他和哥哥，黃靖傑

心裡非常不捨，很想幫忙分擔家計，但母親不要他上班賺錢幫忙養家，只求好好讀

書別變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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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靖傑指出，報名成大不分系特殊選才的動機，有一部分原因是老師無形中帶來

的影響。高中專題指導老師龔志明是成大校友，上課時會分享大學生活，讓他對成

大很嚮往。國中數理班導師葉建志也是成大校友，國二時就曾帶班上同學至成大魔

法學校參訪，在當時就感受到成大友善的校園環境，而接觸到的成大學生又是那麼

的親切和善，種下對成大的好感。準成大人的黃靖傑，深信未來4年在這所心儀大

學裡，一定能有廣泛且深入的收穫，人生有更美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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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高雄林園高中中油班學生黃靖傑尚未畢業，已透過成功大學不

分系特殊選才管道成為成大109學年的準新生。他在寒假期間參加成大為期5天的「大高
雄跨領域體驗營」，感受到豐沛的學術氣息與資源，下定決心未來要在成大深度且廣泛

學習。不分系沒有既定的修課綱要，家住林園的黃靖傑有感於空氣品質對環境與健康的

重要，立定志向要朝減緩空污的研究目標發展。

（圖說）高雄林園高中中油班學生黃靖傑尚未畢業，已透過成功大學不分系特殊選才管

道成為成大109學年的準新生。（記者鄭德政攝）
小學三年級時黃靖傑的父親去世，深感母親獨力照顧家庭的艱辛，他的人生觀比同齡孩

子成熟，積極進取，努力上進。國中就讀林園高中國中部，進入數理資優班後養成自主

學習的態度，開啟了多元發展的潛能。

國中升高中時，黃靖傑一心想幫忙減輕家裡經濟負擔，選擇原校高中部免學雜費的中油

產學班，所考量的是，讀中油班有機會申請中油獎學金貼補家用，且中油班的讀書風氣

也不錯，能讓他專注學習。

讀高一時，他已經開始思考空污改善的研究，在參訪中油廠區過程觸動改進汽機車排放

廢氣的想法。他在化學講義上看到計算碳氫氧化合物實驗，心想既然氫氧化鈉可吸收二

氧化碳，應該也能適用其他鹼性化合物，自行查詢資料後著手設計實驗，試著透過鹼性

化合物去吸收汽機車排放的氣體，寫成小論文投稿，獲得全國高中小論文比賽甲等。

高二時進一步提出以無人載具搭載PM2.5感測器去做空氣品質偵測，並搭配物聯網的概
念以即時通報相關單位，甚至可以用群飛的技術定位出哪一間工廠在排放污染源，此一

專題獲得全國高中職學生新興科技物聯網創意競賽優等。後來也嘗試以二氧化碳感測器

去偵測汽機車排放出來的氣體，同時也結合物聯網的概念，另做出一篇專題參與高雄市

https://tainantalk.com/category/other/
https://tainantalk.com/author/tainantalk/
https://tainantalk.com/20200220-13/


2020/2/21 成大不分系準新生黃靖傑 決志空污防制研究 – 府城人語新聞網

https://tainantalk.com/20200220-13/ 2/2

科展。

關注議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等自動學習的過程，讓黃靖傑學到更多知識與技術，也

更加確定日後想走的目標與方向。今（109）年9月進成大後，他將秉持自主學習的態
度，在不分系裡盡情學習與發展。

決定讀成大，放棄高中畢業即可進入中油上班的機會，他感謝母親的支持，讓他朝向心

中的目標邁步前進。「媽媽的愛，給了我無比的溫暖與向上動力。」他說，民國100年
父親走後，母親擔任清潔隊員，每天日曬雨淋，雖然之後轉為室內工作，但也要搬扛重

物，導致腳底板發炎。媽媽如此辛苦撫養著他和哥哥，黃靖傑心裡非常不捨，很想幫忙

分擔家計，但母親不要他上班賺錢幫忙養家，只求好好讀書別變壞。

黃靖傑指出，報名成大不分系特殊選才的動機，有一部分原因是老師無形中帶來的影

響。高中專題指導老師龔志明是成大校友，上課時會分享大學生活，讓他對成大很嚮

往。國中數理班導師葉建志也是成大校友，國二時就曾帶班上同學至成大魔法學校參

訪，在當時就感受到成大友善的校園環境，而接觸到的成大學生又是那麼的親切和善，

種下對成大的好感。準成大人的黃靖傑，深信未來4年在這所心儀大學裡，一定能有廣泛
且深入的收穫，人生有更美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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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不分系準新生黃靖傑　立志空污防制研究

▲成大不分系準新生黃靖傑，定決心未來要在成大深度且廣泛學習，並志向要朝減緩空污的研究目

標發展。（圖／記者林悅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高雄林園高中中油班學生黃靖傑尚未畢業，已透過成功大學不分系特殊選才管道成為

成大109學年的準新生，他在寒假期間參加成大為期5天的「大高雄跨領域體驗營」，

下定決心未來要在成大深度且廣泛學習，並志向要朝減緩空污的研究目標發展。

小學三年級時黃靖傑的父親去世，深感母親獨力照顧家庭的艱辛，他的人生觀比同齡

孩子成熟，積極進取，努力上進。國中就讀林園高中國中部，進入數理資優班後養成

自主學習的態度，也開啟了多元發展的潛能。

國中升高中時，黃靖傑一心想幫忙減輕家裡經濟負擔，選擇原校高中部免學雜費的中

油產學班，所考量的是，讀中油班有機會申請中油的獎學金貼補家用，且中油班的讀

書風氣也不錯，能讓他專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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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靖傑讀高一時，他已經開始思考空污改善的研究，在參訪中油廠區過程觸動了改進

汽機車排放廢氣的想法。他在化學講義上看到計算碳氫氧化合物實驗，心想既然氫氧

化鈉可吸收二氧化碳，應該也能適用其他鹼性化合物，自行查詢資料後著手設計實

驗，試著透過鹼性化合物去吸收汽機車排放的氣體，寫成小論文投稿，獲得全國高中

小論文比賽甲等。

黃靖傑高二時進一步提出以無人載具搭載PM2.5感測器去做空氣品質偵測，並搭配物

聯網的概念以即時通報相關單位，甚至可以用群飛的技術定位出哪一間工廠在排放污

染源，此一專題獲得全國高中職學生新興科技物聯網創意競賽優等。後來也嘗試以二

氧化碳感測器去偵測汽機車排放出來的氣體，同時也結合物聯網的概念，另做出一篇

專題參與高雄市科展。

關注議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等自動學習的過程，讓黃靖傑學到更多知識與技術，

也更加確定日後想走的目標與方向。2020年9月進成大後，黃靖傑也將秉持自主學習

的態度，在不分系裡盡情學習與發展。

黃靖傑決定讀成大，放棄了高中畢業即可進入中油上班的機會。他感謝母親的支持，

讓他朝向心中的目標邁步前進。「媽媽的愛，給了我無比的溫暖與向上動力。」他

說，民國100年父親走後，母親擔任清潔隊員，每天日曬雨淋，雖然之後轉為室內工

作，但也要搬扛重物，導致腳底板發炎。媽媽如此辛苦撫養著他和哥哥，黃靖傑心裡

非常不捨，很想幫忙分擔家計，但母親不要他上班賺錢幫忙養家，只求好好讀書別變

壞。

黃靖傑指出，報名成大不分系特殊選才的動機，有一部分原因是老師無形中帶來的影

響。高中專題指導老師龔志明是成大校友，上課時會分享大學生活，讓他對成大很嚮

往。國中數理班導師葉建志也是成大校友，國二時就曾帶班上同學至成大魔法學校參

訪，在當時就感受到成大友善的校園環境，而接觸到的成大學生又是那麼的親切和

善，種下對成大的好感。準成大人的黃靖傑，深信未來4年在這所心儀大學裡，一定能

有廣泛且深入的收穫，人生有更美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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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向上 黃靖傑立志研究減緩
空汙

2020-02-21

黃靖傑透過不分系特殊選才管道成為成大準新生，未來立志朝減緩空汙

的研究目標發展。 （成大提供）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林園高中中油班學生黃靖傑，透過不分系特殊選才管道成為成大準新

生。國中就進入數理資優班的黃靖傑，高一參訪中油廠區，觸動了改進

汽機車排放廢氣的想法。高二提出以無人載具搭載PM2.5感測器進行空

氣品質偵測，專題獲全國高中職學生新興科技物聯網創意競賽優等。未

來更立志朝減緩空汙的研究目標發展。

 黃靖傑小學三年級時，父親過世，母親擔任清潔隊員，辛苦撫養靖傑

和哥哥兩兄弟，因此靖傑比同齡孩子早熟，積極進取奮發向上。就讀林

園高中國中部時，進入數理資優班，養成自主學習的習慣，同時開啟多

元發展潛能。高中選擇免學雜費的中油產學班，希望幫忙減輕家中經濟

負擔。幸好中油班讀書風氣不錯，讓他能夠專注學習。

 高一的靖傑開始思考空汙改善研究，參訪中油廠區過程觸動了改進汽

機車排放廢氣的想法。他在化學講義上看到計算碳氫氧化合物實驗，心

想既然氫氧化鈉可吸收二氧化碳，應該也能適用其他鹼性化合物。查詢

資料後著手設計實驗，試著透過鹼性化合物吸收汽機車排放的氣體，寫

成小論文投稿，獲全國高中小論文比賽甲等。

 高二時提出無人載具搭載PM2.5感測器進行空氣品質偵測，並搭配物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1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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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概念，即時通報相關單位。甚至可用群飛技術，定位出哪一間工廠

在排放汙染源。該專題獲得全國高中職學生新興科技物聯網創意競賽優

等。

 關注議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讓靖傑學到許多知識與技

術，也更加確定日後想走的方向。今年九月即將進入成大學習，因此寒

假期間先參加成大舉辦的大高雄跨領域體驗營。不分系沒有既定的修課

綱要，靖傑有感於空氣品質對環境與健康的影響，立志朝減緩空汙的研

究目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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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0日 星期四

張貼者： 美美美傳媒 於 2/20/2020 12:45:00 上午 

成大不分系準新生黃靖傑 決志空污防制研究

         【記者于郁金/連凱斐/台南報導】高雄林園高中中油班學生黃靖傑尚未畢業，已透過成功大學不分系特殊選才管道成為成大109學年的準新
生。他在寒假期間參加成大為期5天的「大高雄跨領域體驗營」，感受到豐沛的學術氣息與資源，下定決心未來要在成大深度且廣泛學
習。不分系沒有既定的修課綱要，家住林園的黃靖傑有感於空氣品質對環境與健康的重要，立定志向要朝減緩空污的研究目標發展。

       小學三年級時靖傑的父親去世，深感母親獨力照顧家庭的艱辛，他的人生觀比同齡孩子成熟，積極進取，努力上進。國中就讀林園高
中國中部 ，進入數理資優班後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也開啟了多元發展的潛能。

       國中升高中時，黃靖傑一心想幫忙減輕家裡經濟負擔，選擇原校高中部免學雜費的中油產學班，所考量的是，讀中油班有機會申請中
油的獎學金貼補家用，且中油班的讀書風氣也不錯，能讓他專注學習。

        讀高一時，他已經開始思考空污改善的研究，在參訪中油廠區過程觸動了改進汽機車排放廢氣的想法。他在化學講義上看到計算碳
氫氧化合物實驗，心想既然氫氧化鈉可吸收二氧化碳，應該也能適用其他鹼性化合物，自行查詢資料後著手設計實驗，試著透過鹼性化合
物去吸收汽機車排放的氣體，寫成小論文投稿，獲得全國高中小論文比賽甲等。

       高二時進一步提出以無人載具搭載PM2.5感測器去做空氣品質偵測，並搭配物聯網的概念以即時通報相關單位，甚至可以用群飛的技
術定位出哪一間工廠在排放污染源，此一專題獲得全國高中職學生新興科技物聯網創意競賽優等。後來也嘗試以二氧化碳感測器去偵測汽
機車排放出來的氣體，同時也結合物聯網的概念，另做出一篇專題參與高雄市科展。

       關注議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等自動學習的過程，讓黃靖傑學到更多知識與技術，也更加確定日後想走的目標與方向。今年（109
年）9月進成大後，他也將秉持自主學習的態度，在不分系裡盡情學習與發展。

      決定讀成大，放棄了高中畢業即可進入中油上班的機會。他感謝母親的支持，讓他朝向心中的目標邁步前進。「媽媽的愛，給了我無
比的溫暖與向上動力。」他說，民國100年父親走後，母親擔任清潔隊員，每天日曬雨淋，雖然之後轉為室內工作，但也要搬扛重物，導
致腳底板發炎。媽媽如此辛苦撫養著他和哥哥，黃靖傑心裡非常不捨，很想幫忙分擔家計，但母親不要他上班賺錢幫忙養家，只求好好讀
書別變壞。

      黃靖傑指出，報名成大不分系特殊選才的動機，有一部分原因是老師無形中帶來的影響。高中專題指導老師龔志明是成大校友，上課
時會分享大學生活，讓他對成大很嚮往。國中數理班導師葉建志也是成大校友，國二時就曾帶班上同學至成大魔法學校參訪，在當時就感
受到成大友善的校園環境，而接觸到的成大學生又是那麼的親切和善，種下對成大的好感。準成大人的黃靖傑，深信未來4年在這所心儀
大學裡，一定能有廣泛且深入的收穫，人生有更美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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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建築講座 探尋城市美學
2020-02-21

 記者陳治交／台南報導

 中西區圖書館以府城在地近現代建築為發想，將於三月起推出「心閱

府城．現代建築之美」系列講座，從歷史脈絡、建築元素、娛樂文化等

多元角度，一同探尋城市美學。

 三月七日首場講座邀請榮獲第八屆「台南文化獎」的成功大學建築學

系名譽教授傅朝卿，其長年致力於建築文化資產研究保存與推廣，這次

將以「台灣現代建築的式樣脈絡」為題，為大家揭開府城近現代建築的

歷史畫卷，引領大家共同欣賞這片土地多元豐富的建築面貌。

 中西區公所表示，府城地區豐富的建築文化資產，除了受到完善保護

的古蹟及歷史建築，大街小巷裡仍有許許多多充滿民間活力的近現代建

築，「心閱府城．現代建築之美」系列講座還邀請文化社團NaNa通發

起人家永時與王茗禾、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厲復平副教授、資

深刊物主編作家陳秀琍、「老屋顏工作室」楊朝景老師、積木建築創作

者鄭煉瓦，從台南街屋、日治時期商業戲院，民宅店家的建築裝飾元

素，介紹城市建築之美及蘊涵的人文底蘊，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nVGk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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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教育部推「區域中心學校」 醫學院就
近助各校防疫

防疫動起來！除了台大等校已投入協助檢驗之外，教育部協調各設有醫學院或醫
院之學校成為「區域中心學校」，使全國各校均能就近獲得專業協助。（教育部
提供）

2020-02-20 20:15:40

〔記者林曉雲／台北報導〕防疫動起來！除了台大等校已投入協助檢驗之

外，教育部協調各設有醫學院或醫院之學校成為「區域中心學校」，使全國

各校均能就近獲得專業協助。

教育部高教司表示，教育部將全國共157所大專校院劃分為北一、北二、中、

南、東區，各召集設有醫學院或醫院之學校成為區域中心學校，協助辦理分

區輔導事宜。北一區中心學校為台北醫學大學、輔仁大學；北二區中心學校

為長庚大學、陽明大學；中區中心學校為亞洲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南區中

心學校為國立成功大學、高雄醫學大學；東區輔導學校為慈濟大學。

此外，教育部提醒各大專校院妥善準備防疫工作，居家檢疫標準工作流程，

應包含餐點物資接送流程、生活廢棄物接送流程、浴廁及清潔消毒流程、管

理員守則及事件通報流程；集會及大型會議指引應包含消毒、清潔標準工作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2/20/3074702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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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以及人員健康狀況確認標準工作流程；訂定校內指引及標準，如對外

開放之公眾設施使用指引、訪客入校指引、教室通風管理標準、交通車管理

指引、保全及清潔公司（委外）教育訓練管理標準、防疫物資管理標準、學

校各類考試之防疫指引等。

教育部並預訂於2月下旬，進行學校實地訪視作業，以實地查核方式，指導各

校教室、圖書館、體育館、餐廳、廁所及宿舍環境等校園環境防疫規劃及物

資整備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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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教育部辦大專校院防疫說明會 加強校園防疫

2020-02-20 發佈 林宜箴 臺北

大專校院 防疫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5%A4%A7%E5%B0%88%E6%A0%A1%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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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開學在即，教育部今明兩天(20、21號)分別於輔仁大學、長庚大學、亞洲大學
及國立成功大學辦理「大專校院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分區說明會」，全國157所大
專校院依所在地區分場次參與。
 
教育部部長潘文忠今天親自出席長庚大學說明會，強調防疫視同作戰，若防疫檢疫帶來
不便，盼各校師生共體時艱，呼籲學校重視疫情發展，依教育部所擬訂的防疫綱要進行
各項校園防疫措施，相關衍生費用，教育部將盡力協助。但若學校未確實做好防疫，造
成防疫破口，教育部會追究相關行政及法律責任，教育部將於2月下旬陸續到校實地訪
視，確實督導。

教育部部長潘文忠親自出席長庚大學說明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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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防武漢肺炎 教長：若有破口追究法律責任
新更新：2020/02/20 20:11

（中央社記者陳至中台北20日電）教育部長潘文忠今天出席「大專校院防範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分區說明會」，致詞時強調防疫視同作戰，如果未確實做好，造成防疫

破口，將追究行政及法律責任。

另外，如果校內因出現武漢肺炎確定病例，需要停課。教育部要求以學生權益優先，

給予補課、補考、降低修課學分數等彈性措施。

教育部高教司今天晚間發布新聞稿指出，目前已在全國北、中、南、東各召集1到2

所設有醫學院的學校，成立防疫諮詢小組，協助區域內學校訂定應變計畫。

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防疫視同作戰，希望師生共體時艱，務必重視疫情發展，相關

措施衍生的費用，教育部會盡力協助。

潘文忠也強調，學校如果沒有確實做好防疫工作，造成防疫破口，會追究相關行政和

法律責任。目前已要求各校校長擔任防疫小組總指揮，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並設置單

一窗口和疫情通報單位，全力維護師生健康。

教育部今天公布武漢肺炎停課標準，1班有1名師生被列為確定病例，該班停課，大

專則是該師生所修（授）課程都停課；14天內同校有2名師生確定病例，則全校停

課。

教育部高教司表示，各校應先訂定安心就學措施，針對停課或受疫情影響無法返校的

學生，訂定降低修課學分數、彈性授課方式，例如提供課堂錄影、線上教學及遠距教

學。

許多學生擔心成績受影響，教育部要求各校訂出補考或其他成績評定方式，重新檢視

學生請假、休退學及復學規定，必要時依課程性質調整畢業應修科目學分、抵免認定

及相關畢業資格替代方案。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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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選出的防疫區域中心學校，北一區為台北醫學大學、輔仁大學；北二區為長庚

大學、陽明大學；中區為亞洲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南區為成功大學、高雄醫學大

學；東區為慈濟大學。（編輯：張芷瑄）1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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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長潘文忠21日出席大專校院防疫分區說明會，強調，若學校未落實造成防疫破口
將追究行政與法律責任。(教育部提供)

大專校院開學在即，為協助學校妥善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
炎)疫情，教育部今(21日)、明天(20日)兩天分別於輔仁大學、長庚大
學、亞洲大學及國立成功大學辦理「大專校院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分區說明會」，全國157所大專校院依所在地區分場次參與。

教育部長潘文忠今天親自出席長庚大學說明會，潘文忠強調，防疫視
同作戰，若防疫檢疫工作帶來不便，盼各校師生共體時艱，為大眾健
康盡心力，並呼籲學校務必重視疫情發展，依教育部所擬訂的防疫綱

時間：2020-02-20 17:34 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江昭倫

教部辦大專校院防疫分區說明會 若未落實造成
防疫破口將追究責任
教育部 (/news/list/tag/教育部)  武漢肺炎衝擊 (/news/list/tag/武漢肺炎衝擊)

讚 0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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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進行各項校園防疫措施，相關措施所衍生的費用，教育部將盡力予
以協助及經費補助。但學校師生若未確實做好防疫工作，造成防疫破
口，教育部會追究相關行政及法律責任。

教育部表示，已訂定大專校院防疫綱要，要求各校必須成立防疫小
組，由校長擔任總指揮，下置單一窗口及疫情通報單位，準確因應學
校疫情突發狀況。學校也應預先將宿舍規劃為「隔離宿舍」及「安居
宿舍」，提前做好準備。

宣導正確訊息、備妥防疫物資、進行公共空間及經常使用之設施設備
定期消毒，並確切遵守室內通風及消毒作業原則。若學校依達到疫情
停課標準，停課期程為14天，須做好停課、補課及復課措施，並報教
育部專案核准外，同時須視個案狀況妥善訂定安心就學措施，並啟動
校內關懷輔導機制等。

今日就會函送「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供學校
防疫準備，教育部也將於2月下旬陸續安排到校實地訪視，確實督導學
校防疫準備及落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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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校園(實習生梅緣緣攝)

防疫作戰！ 成大、台大圖書館禁校外人士入館
旺報 簡立欣 、實習、梅緣緣15:49 2020/02/21

新冠疫情日益升溫，大專院校將於2月25日起陸續開學，由於大學校園內有許多教室、圖

書館等密閉空間，可能造成群聚感染的風險，成大、台大圖書館紛紛宣布禁止校外人士

入館；其他多所大學圖書要求讀者進館前量測體溫、酒精消毒。不過也有民眾反映，禁

止校外人士進入大學圖書館，可能導致有需求的研究人員，因無法查資料而延遲研究進

度。

不少中小學已經明令，開學之後校外人士不得在放學後進入校園，不過大學卻無相關規

定。以台灣大學為例，不只校園面積大、出入口繁多，三月花季更是遊人如織。針對台

大校園是否會因為新冠肺炎而管制進出，校方表示該校幅員廣大，相關措施會依中央防

疫中心疫情判斷而相應調整，目前研議中。

另外大學也有不少圖書館等密閉空間，可能增加疾病傳播風險。如何規劃防疫措施上，

將是校方一大考驗。目前公立大學圖書館已有成功大學14日起禁止校外人士入館，台灣

大學也將跟進，2月24日起禁止校外人士換證入館。其他公立大學如台灣師範大學、政治

大學、彰化師範大學等尚未禁止校外人士換證入館，不過彰師大圖書館表示已規定入館

人員需量體溫，未高於攝氏37.5度，且手部須以酒精消毒後，才可入館。至於後續是否

會有更多限制，或跟進禁止校外人士入館，彰師大及政大等圖書館皆表示將依學校及上

級指揮決定。

有民眾就質疑，大學圖書館全面禁止校外人士進入，可能使校外研究人員無法查找資

料，導致研究受阻。

(旺報 )

#台大 #成大 #禁止 #外人 #圖書館 #防疫 #生活 #台灣 #新冠肺炎 #武漢肺炎 #新型冠狀

病毒 #N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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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國家公園電動船啟航 鹽水溪首度試航成功

台江國家公園和成大合作電動船舶試驗計畫─「成功2號」，試航成功。（台管
處提供）

2020-02-21 14:08:03

〔記者蔡文居／台南報導〕台江國家公園和成功大學合作的電動船舶試驗計

畫─「成功2號」，今天趁著風和日麗的好天氣，在鹽水溪首度試航成功。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簡稱台管處）表示，這艘名為「成功2號」的電動船，

擁有30匹馬力，在試驗條件下，可以載著3個成人航行約1個半小時，期待接

下來更多實測，可以作為未來應用的基礎。

台管處企劃課長鄭脩平表示，該處去年與成大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合作

執行電動船舶試驗計畫，由成大將這艘已有30餘年船齡的「成功2號」電力系

統，從早期的燃油、太陽能改造成充電式的電動船，目前搭載4顆電池，若電

池數量可再增加，航行時間約可延長一倍，達3小時。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2/21/3075350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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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脩平說，「成功2號」由於馬力較小，如果要在台江國家公園的七股潟湖航

行可能有困難，未來將應用於較內陸的鹽水溪水域，做為濕地巡查或是保育

環境監測之用。

台江國家公園和成大合作電動船舶試驗計畫─「成功2號」，試航成功。（台管
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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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南偏僻海岸驚見死亡鯨豚 專家判定為弗氏海豚

幼體

2020-02-21 14:37  聯合報  / 記者潘欣中／屏東縣即時報導

海巡署第8巡防區指揮部接獲民眾通報，指屏東縣滿州鄉出風

鼻岸際有隻死亡鯨豚，岸巡隊員今天上午徒步前往搜尋，發現

鯨豚已死亡多時，屍身呈現腐爛狀態，隨即通報成功大學海洋

 海巡署

民眾通報屏東縣滿州鄉出風鼻岸際有隻死亡鯨豚，岸巡隊員到場發現鯨豚已死亡多 時 ，屍

身呈現腐爛狀態，隨即通報成功大學海洋生物暨鯨豚研究中 心及海洋保育署海洋生物保育

組，依指示就地掩埋。記者潘欣中／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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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暨鯨豚研究中心及海洋保育署海洋生物保育組，依指示就

地掩埋。

南部分署第6岸巡隊東部巡邏組接獲通報後，今天上午8時前往

民眾通報地點查看，由於該處車輛無法通行，隊員自南仁漁港

往南沿著岸際步行約半小時後，在滿州鄉風鼻岸際發現該隻死

亡鯨豚，現地量測長145公分、屍身呈現腐爛狀態。

岸巡隊通報成大海洋生物暨鯨豚研究中心，以手機上傳圖片判

定為弗氏海豚幼體，屏東縣動物保護及保育科表示因鯨豚已死

亡腐爛並無研究價值，就地掩埋即可。

民眾通報屏東縣滿州鄉出風鼻岸際有隻死亡鯨豚，岸巡隊員到場發現鯨豚

已死亡多時，屍身呈現腐爛狀態，隨即通報成功大學海洋生物暨鯨豚研究

中心及海洋保育署海洋生物保育組，依指示就地掩埋。記者潘欣中／翻攝

鯨豚 屏東縣 海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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