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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就是那個「光」，2020年臺南全民科學週25日
登場。

阿~就是那個光 臺南全民科學週啟動
孫宜秋／南市

2020/5/26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由臺南

市政府教育局與成功大學科學教育中

心共同辦理的全民科學週，將在全市

32所國中以系列科普活動呈現，25日

在文賢國中揭開序幕。活動現場規劃

「可見光的三原色」、「紫外線辨

識」、「偏振片的運用」、「光的全

反射」、「光的直進」、「針孔

箱」、「全息影像」、「3D紅藍眼鏡」等8個科普攤位與「光跑哪裡去」、「看不

見的密碼」等2個體驗區，並創建科學密室，展現科學的奧秘。

 成功大學科學教育中心許瑞榮副院長表示，科學週科普內容是國中八上的自然課

程內容，包括光、影像與顏色，成大科教中心也為此開發了2個實驗教案「光跑哪

裡去？」與「 看不見的密碼」，以及4個展演實驗教案「可見光的三原色」、「三

菱鏡分光」、「紅外線的應用」與「紫外線辨識」，希望有別於課本，讓科學變得

好玩。

 教育局表示，自然科學首重觀察與實驗，自然科學的學習應該是活潑而且與生活

相關。成功大學科教中心所編擬的教材，圖文並茂、寓教於樂，可以讓自然課老師

作為補充教材，所設計的實驗淺顯易懂，能夠提高學生學科學的興趣。未來將與成

功大學科教中心持續合作，持續推廣科學，讓生活即是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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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個光! 全民科學週揭幕
2020-05-26

教育局與成大科教中心合作舉辦台南全民科學週活動。

（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就是那個光！」，由台南市教育局與成功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共同舉

辦的全民科學週，於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在全市三十二所國中同步登

場，今年是以光線為主題，透過各種科普實驗教案，讓學生體驗光的奧

妙。

 第六屆全民科學週二十五日上午在北區文賢國中舉辦開幕儀式，由教

育局督學施宏彥及文賢國中校長陳一仁敲鑼啟動科學週。今年的全民科

學週是以「光」為主軸串聯，開幕式現場設有動手作體驗區與科普攤

位，邀請文賢國中與成功國小學生分批體驗，每個攤位都有經過特訓的

文賢國中科學小尖兵，為參加活動同學解說。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8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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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光的直線性在箱子內產生影子。（記者施春瑛攝）

 成大科教中心主任許瑞榮表示，今年的科學週特別請數學系副教授舒

宇辰協助，首次規劃了密室闖關活動。進入密室後必須動腦逐一解開各

關卡的謎底，再以謎底連結的數字打開密碼鎖。各關卡的謎底大多和數

字有關，或以幾何、英文連結及對應到數字上，有的關卡難度頗高，找

到答案的人便很興奮地開啟密碼鎖，持各關寶盒內器物至下一關，最後

打開出口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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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簡單的透明塑膠片，平板電腦上的皮卡丘變成３Ｄ浮空投影。（記

者施春瑛攝）

 許瑞榮指出，此次活動內容以國二自然課程中「光、影像與顏色」的

單元為基礎，延伸至全反射的概念與應用，並引進太陽除了會輻射可見

光之外，還會輻射紫外線與紅外線的概念，進一步認識紫外線與紅外線

的應用。

 成大科教中心老師也為活動開發了「光跑哪裡去？」與「 看不見的密

碼」手作實驗教案，以及「可見光的三原色」、「三菱鏡分光」、「紅

外線的應用」與「紫外線辨識」等四個展演實驗教案，參與活動的三十

二所國中，可以利用這些教案，分別在各校舉行小型科普市集或帶入課

堂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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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那個光 臺南市全民科學週登場

2020-05-26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臺南市教育局 成大科普中心 臺南市科學週

看見那個光 臺南市全民科學週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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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南市教育局和成大科普中心共同辦理的全民科學週，在南市32所國中登場，科普中
心也特別開發了2個實驗教案及4個展演實驗教案，希望讓科學變的更好玩。
 
2020年台南市全民科學週，分別在臺南市32所國中各校舉行。在文賢國中舉辦開幕儀
式中，由臺南市教育局督學施宏彥敲鑼啟動科學週。開幕式現場設有動手作體驗區與科
普攤位，邀請文賢國中與成功國小學生分批體驗，每個攤位都有經過特訓的文賢國中科
學小尖兵，為參加活動同學解說。成功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副院長許瑞榮表示，成功科教
中心今年特別為科普週開發了2個實驗教案以及4個展演實驗教案，希望有別於課本，讓
科學變的好玩。
 
今年主題：ㄚ！就是那個「光」。內容以國中八上的自然課程中「光、影像與顏色」的
單元為基礎，延伸至全反射的概念與應用，並引進太陽除了會輻射可見光之外，還會輻
射紫外線與紅外線的概念，進一步認識紫外線與紅外線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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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與成功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共同辦理的全民科學周揭開序幕。（教育局提

供／洪榮志台南傳真）

台南市全民科學周開跑
中時 洪榮志16:29 2020/05/25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與成功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共同辦理的全民科學周，25日在北區文賢國

中揭開序幕，將在全市32所國中以系列科普活動呈現，除了設置科普攤位外，還設有體

驗區，並創建科學密室，希望展現科學的奧秘。

教育局表示，活動現場將規畫「可見光的三原色」、「紫外線辨識」、「偏振片的運

用」、「光的全反射」、「光的直進」、「針孔箱」、「全息影像」、「3D紅藍眼鏡」

等8個科普攤位，以及「光跑哪裡去」、「看不見的密碼」等2個體驗區。

成大科學教育中心副院長許瑞榮表示，科學周科普內容是國中的自然課程內容，包括光、

影像與顏色，成大科教中心也為此開發2個實驗教案「光跑哪裡去？」與「 看不見的密

碼」，以及4個展演實驗教案「可見光的三原色」、「三菱鏡分光」、「紅外線的應用」

與「紫外線辨識」，希望有別於課本，讓科學變得更好玩。

教育局說，自然科學首重觀察與實驗，自然科學的學習應該是活潑且與生活相關；成大科

教中心編擬的教材，圖文並茂、寓教於樂，可以讓自然課老師作為補充教材，所設計的實

驗淺顯易懂，能提高學生學科學的興趣，未來還將與成大科教中心持續合作，持續推廣科

學，讓生活即是科學。

(中時 )

#科學 #中心 #成大 #實驗 #科普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58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7%A7%91%E5%AD%B8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4%B8%AD%E5%BF%83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6%88%90%E5%A4%A7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5%AF%A6%E9%A9%97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7%A7%91%E6%99%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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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成星計畫」　為力爭上游弱勢學子帶來希
望

▲即將入學的吳昊軒同學認為，能被成大「成星計畫」錄取，證明自己勇於對抗命運，努力結果並

沒有凋零。（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讀書是我所知最有機會讓我和母親離開泥沼的方法」，109學年即將入學的吳昊軒

認為能被成大「成星計畫」錄取，證明自己勇於對抗命運，奮力一搏的努力結果並沒

有凋零，也知道這並不是一個終點，而是一絲曙光、是一段全新旅途的開始。

109學年度將迎來新的一屆「成星計畫」學子，成功大學秉持大學社會責任，珍視他

們不為處境艱難、力爭上游的奮鬥身影，勇敢化阻礙為助力，化經歷為養份，希望透

過成大「成星計畫」照亮遠方，幫助學子蛻變為「成」大的明日之「星」。

成大指出，學習路上總會遇到許多困難，但不單只是學習途中所遇見的，很多阻攔往

往來自經濟、家庭以及健康等因素。106學年度起成功大學推動「成星計畫」，落實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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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正義、扶助弱勢學生努力向學。每年提供52個招生名額，為全國頂大最多。「成

星計畫」於106、107及108學年度，分別有43、41及40名清寒優秀學子入學。

成大表示，成星計畫推動至今已有4年，報名人數年年增長。評審委員深知該錄取名額

相當珍貴，且關係到成大與台灣教育的未來。今年在數百名申請者中，評審委員莫不

費盡心力審視學生資料，最後選出49名優秀學生入學，但也不可否認有滄海遺珠之

憾。依成星管道進入成大的學生，都非常用功學習，歷年入學學生，平均的班級名次

皆有所進步。

▲參加南台灣最大科系博覽會「成大單車節」，讓蔡維蔆更加確立就讀成大的決心。

109學年即將入學的吳昊軒表示，自小家庭環境複雜，很多人總是用「每個人生下來

都是一樣的，不要只會怨天尤人」或是「還有很多人比你更可憐」來告訴他對現狀知

足。「但我的傲骨不容許我在沒盡力前就放手」。吳昊軒認為，生命遭遇困境或不公

平時，不應該放棄掙扎，不放任命運捉弄，要保持希望，好好理解自身處境，用盡一

切奮力一搏，才有機會為自己贏來生命曙光。

透過成星招生管道來到成大的蔡維蔆同學表示，家中經濟全靠外婆賣菜收入，生活不

易，「但我不被困境阻撓，我會在放學後協助外婆處理蔬菜之後才開始念書，並自行

訂定目標，完成每日進度」。蔡維蔆相信「讀書是改變生活環境的最好方式」，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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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錄取成大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未來也計畫多方嘗試、選修系外課程充實自己，把握

機會讓自己具備更多知識技能，豐富多彩人生。

「知識是光，善良是影，公民責任是教養和承擔」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成大的核心

價值並非僅在知識的傳遞，而是希望透過知識之光，映照出善良的影子，善良不需要

如光一般耀眼，但伴隨知識的善良，讓我們理解自身之於社會的責任，透過大學的薰

陶，培養出良好的教養與勇於承擔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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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獲成功大學「成星計畫」錄取的吳昊軒。(成功大學提供／曹婷婷台南傳真)

帶媽媽離開泥沼　成功大學「成星計畫」助力爭上游學子迎
接曙光

中時 曹婷婷14:14 2020/05/26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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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成星招生管道進入成大的蔡維蔆。(成功大學提供／曹婷婷台南傳真)

「讀書，是我所知最有機會讓我和母親離開泥沼的方法！」今年獲成功大學「成星計畫」

錄取的吳昊軒，因家庭環境緣故，很多人總以「還有很多人比你更可憐」告訴他現狀知

足，「但我的傲骨不容許我在沒盡力前就放手」。吳昊軒說，生命遭遇困境或不公平時，

奮力一搏，才有機會為自己贏來生命曙光。

學習路上總會遇到許多困難，不僅是學習途中所遇見的，很多阻攔往往來自經濟、家庭、

健康等，成功大學106學年度起推動「成星計畫」，扶助弱勢學生努力向學，每年提供52

個名額，為全國頂大最多。今年在數百名申請者中，最後選出49名優秀生入學。

成大表示，成星計畫推動迄今已4年，報名人數年年增長，106、107及108學年度，分別

有43、41及40名清寒優秀學子入學，且依成星管道進入成大的學生，都非常用功學習，

歷年入學學生，平均的班級名次皆有所進步。

吳昊軒自小家庭環境複雜，很多人總用「每個人生下來都是一樣的，不要只會怨天尤人」

或是「還有很多人比你更可憐」來安慰他，「我的傲骨不容許我在沒盡力前就放手」，吳

昊軒認為，生命遭遇困境或不公平時，不應該放棄掙扎，不放任命運捉弄，要保持希望，

才有機會為自己贏來生命曙光。透過成星招生管道進入成大的蔡維蔆表示，家中經濟全靠

外婆賣菜收入，生活不易，但她不被困境阻撓，也相信「讀書是改變生活環境的最好方

式」。

成大表示，為助學子安心求學，目前設有良好支持系統全方位照顧學生身心、學習以及經

濟面向。例如提供「晨曦助學金」、「安心就學濟助方案」等各式獎學金，還提供學校宿

舍床位保留及免費住宿。心理健康方面則有相關整合型配套服務。課業方面，招募校內學

習成績優異的學生，在指定地點及宿舍提供全校性專業科目課業輔導，除可使接受輔導的

學生在學業上得到幫助，同時促進與學長姊互動，進一步傳承成大精神。

成大校長蘇慧貞說。109學年度將迎來新的一屆「成星計畫」學子，成功大學秉持大學社

會責任，珍視他們不為處境艱難、力爭上游的奮鬥身影，勇敢化阻礙為助力，化經歷為養

份，希望透過成大「成星計畫」照亮遠方，幫助學子蛻變為「成」大的明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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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學測重考生占比 近14年新高

2020-05-26 00:08  聯合報  / 記者章凱閎、馮靖惠／台北報導

教育部最新調查顯示，一○七學年度高中應屆畢業生廿三點一

萬人，有一點三萬人未升學、未就業，其中六千人是選擇補習

或準備升學（重考），比一○三學年度增加一倍。有高中校長

分析，一○七學年後，大學個人申請最多採計學測四科（五選

四），導致更多學生選擇重考拚更好的升學機會。

教育部調查顯示， 一○七學年度高中應屆畢業生 有六千人選擇補習重考，比一○三學年度

增加一倍。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g5MDc=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cwODM=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8%82%B2%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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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布一○七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

況調查，廿多萬位應屆畢業生中，普通科有九點九萬人，占四

成三為多，其次是專業群科九點七萬人，占四成二。此外，應

屆畢業生繼續升學者有十九萬人、占八成二；畢業後即就業者

有二點六萬人，占一成一。

教育部表示，隨著於高教普及化，愈來愈多畢業生重視學校或

科系的選擇，選擇補習及重考生的占比也漸增，一○七學年為

例，重考生占未升學、未就業人數的四成二，約六千人，人數

比一○三年的三千人增加一倍。

中崙高中校長孫明峯表示，一○七學年是最後一次申請入學採

計學測五科，隔年「五選四」上路，學測門檻放寬，考生可專

注在專長科目，重考可能申請到比現在更好的學校。

此外，教育部統計，今年一○九學年大學學測非應屆考生有一

萬七千多人，占整體考生的一成三，等於每七人就有一人是重

考生，占比創十四年新高，且非應屆考生以一○七、一○八學

年度應屆畢業生為大宗；但也有重考生已達卅四歲已上。

大學教師分析，重考超過一次，通常是鎖定醫學系，例如台大

醫學系近年重考生比率達三成五。陽明、成大醫學系的重考生

也占三至五成。

台大醫學系系主任盛望徽表示，重考生多一年練習，不管是自

修或補習，成績表現一定更好；且會重考表示動機強烈，「有

動機就會比較努力」。很多重考生雖已考上陽明或北醫的醫學

系，但非台大醫學系不讀，因而又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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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朱秋祥 以橄欖球前鋒精神帶領團隊勇往

直前

2020-05-26 12:00  作者  / 大陸工程公司副總經理-朱秋祥

運動神經不是很好的我會加入成大橄欖球校隊，是因為大一時

的兩位同系好友，一位是短跑健將，一位是長跑好手，他倆在

新生盃田徑賽獲得優異成績，學長推薦他們加入橄欖球校隊，

我也覺得橄欖球這個運動蠻有趣，當時雖然不 是很了解橄欖

民國 7 6 年 4 月 3 0 日 大專盃橄欖球賽成 大（紅色球衣）對東海，當時三年級的朱秋祥在 成 大

「牛陣」前排第一位（正 中央右腳戴白色護膝）， 在 大專盃的第一場比賽，也拿到比賽中

第一 個達陣。  朱秋祥提供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A9%84%E6%AC%96%E7%9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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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但那時覺得至少可以鍛鍊自己的體魄，所以就跟著那二位

同學一起加入校隊。雖然同時加入校隊，但是因為他們有運動

天賦，大一時就能夠上場比賽，我則是一直到大三才有登場機

會。

吸引我打了四年橄欖球是因為首先它特別強調團隊合作，不彰

顯個人主義，團隊合作也成為我在土木工程界推動專案一再強

調的工作精神。成功的專案經理人並不需要自己是最厲害的那

個人，但是要能整合團隊資源，憑藉團隊同仁間的合作，才能

圓滿達成任務。記得當年有一位體格絕佳又有天份的隊友，他

拿到球時縱使其他人有更好的機會但他總是不願傳球，總想自

我表現，往往因而喪失了團隊得分的機會，也因此他常被教練

邱漢生老師責備。

其次，在球場上橄欖球員前仆後繼、不達目標永不放棄的精神

也同樣適用於職場，在專案的推動上往往會發生很多意想不到

的問題，唯有堅持毅力逐一克服困難才可達成目標。當年大陸

工程在台中修築台中鐵路高架化工程時，我有幸擔任專案經

理，就是憑藉這樣的精神來帶領團隊，再加上團隊成員的合作

與努力，獲得2014年全國金安獎第一名、隔年也贏得公共工程

金質獎第二名、及後來完工通車後的金路獎「三金」的殊榮，

但這絕對是團隊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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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秋祥（右）派駐香港期間代表大陸工程領取2 0 1 7香港環境卓越大獎銅

獎。  朱秋祥提供

在團隊裡面對於成員的關懷和鼓勵也是凝聚戰力不可或缺的，

當年在成橄不管是跑步、練球或是比賽，不時都會有學長出面

鼓勵大家、提振士氣。2016年我派駐印度擔任專案經理時，就

時常直接和基層成員們對話溝通，了解他們的需求和困難，並

鼓勵他們。四年之後在離開印度前的歡送會上，很多印度同仁

告訴我，我是第一位會和他們直接對話的專案經理，印度是階

級社會，會這樣做的人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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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當年我打的位置是前鋒，因為運動神經不是很好，我在球

隊苦練到了大三的大專盃才有機會代表學校上場，而且在人生

第一場校際比賽還拿到第一個達陣，這也是我經常用來勉勵公

司同仁的例子，不管你條件多差，只要不斷努力，一旦成功一

次，你就可以領悟到怎麼做會成功。

回顧這三十多年，橄欖球帶給我的，不只是強健的體魄，更重

要的是精神層面的意志力，我在公司也把成橄的學長學弟制擴

大爲「師徒制」，在在都顯示橄欖球帶給我一生受用不盡的能

力和啟發。縱使時代演變，價值觀不盡相同，運動風氣也不如

以前，我仍期待能夠有多一點人有機會能夠體會打橄欖球的樂

趣以及它所帶來的正面影響。



2020/5/26 成大防疫秋後算帳 不點名就扣錢引發老師反彈 | 大學研究所 | 文教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4591376 1/3

成大防疫秋後算帳 不點名就扣錢引發老師反彈

2020-05-26 14:00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成功大學防疫工作秋後算帳，最近學校公布針對沒有落實點名

的系所，將要扣除圖書儀器費，引發學校老師的反彈，認為校

園民主「學校憑什麼扣老師的錢」，學校的做法無異是開民主

倒車。

分享

成 大各系所之前進入都要量體溫，目前已經取消。圖／本報資料照片

讚 2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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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務長王育民則表示，學校每年各系所的圖儀費是1億500

0萬元，這次因為疫情而扣除的費用是81萬元，比例相當少，

主要是希望各系所能夠配合防疫，保護師生的健康。

王育民表示，根據統計大約只有一成的系所沒有配合點名，有

的系所甚至點名率高達100%，包括醫學院的環境醫學研究

所、公共衛生研究所等，顯示點名制度確實有防疫上的效果，

受到專業認同。

成大在這一波的疫情當中，防疫相當成功，由於校長蘇慧貞本

身是公衛的專家，校區範圍內又有醫學院、附設醫院，病人相

當多，學校在疫情過程中管制相當嚴格，特別是醫學院，不僅

外人不能任意進出，學生上課也都要接受點名，或者是刷QR C

ode，留下校內足跡，之前校內學生曾經有確診病例，但是根

據足跡追查隔離，疫情都沒有擴散。

最近疫情趨緩，成大率各校之先，取消進入校舍要量體溫，但

各系所最近接到校方通知，指各系所的課程點名率未達8成都

要扣圖儀費，引發學校老師的反彈。

據了解，學校的圖書館儀費每年發放一次，每名老師大約數萬

元到20萬元不等，對老師來說是一筆重要的資金，可以採購教

學使用的儀器、圖書等。

老師認為，扣除圖儀費，會影響教學品質，對師生都不公平，

如果是為了防疫，大學自治，一旦發生疫情應該讓系所自行負

責，而且成大學風自由，很多老師上課都不點名，如今卻「因

為老師不點名就扣錢」，等於是倒退到封建時代。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6%AB%E6%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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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則表示，平常老師上課要不要點名是老師自己決定，但是

這次為了防疫，要求老師要配合點名，留下學生的足跡，才會

針對不配合的老師給予扣款的處分。

疫情 醫學院 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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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破除癲癇迷思 東華邀請蔡景仁醫師開講

2020-05-26 發佈 黃凱昕 花蓮

國立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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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5日邀請到成大醫院神經部特聘專家醫師蔡景仁以「破除癲
癇的迷思」為題開講；雖然全球約有5000萬名癲癇患者，癲癇仍是最常被誤解的疾病
之一。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劉明洲主任致詞表示：「一般人普遍對癲癇陌生，實際上它
與每個人息息相關。蔡景仁醫師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更獲德國西柏林自由大學
醫學博士。回台以後，開創了南台灣的癲癇醫療領域。」

蔡景仁醫師行醫三十餘年，是台南市癲癇之友協會理事長，推廣公益、爭取癲癇患者權
益不遺餘力。同時是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中華民國癲癇學會發起人、理事長，專長
包含癲癇、頭痛、腦電圖、一般神經學、醫學教育等領域。

蔡景仁醫師提到：「人的一生，大概有5-10%機會發生至少一次癲癇發作。」很多人卻
因為不理解癲癇，加上媒體錯誤渲染，故對疾病產生畏懼，甚至歧視。實際上，癲癇是

破除癲癇迷思：東華邀請蔡景仁醫師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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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腦細胞的異常放電。一般的癲癇發作，會在瞬間、短暫性地突然發生，並在短時間內
復原，維持幾秒鐘到數分鐘不等。而持續性的癲癇發作，又稱癲癇重積狀態，則超過五
分鐘、患者呈現不停的抽搐、或嘴唇愈來愈黑，遇此情況必須召救護車救援。

如身邊有人癲癇發作，蔡景仁醫師要大家緊記照護口訣：「側躺」、「勿塞口」、「關
懷」。先讓患者側躺，同時移除週遭的危險物品、鬆開貼身衣物、並拿軟東西墊住對方
頭部，以保護腦袋。「塞口」是最常見的的癲癇謬誤，蔡醫師提醒切勿塞任何物品到患
者嘴巴，勿餵食任何食物或水等。最後也要時刻關懷患者，直到他恢復清醒。可以以手
機記錄下患者的發作狀況及時間，讓患者求醫時有所參考。蔡景仁醫師再次提醒同學，
癲癇是可以根治與控制的，要積極求醫。

台灣約有20萬名癲癇朋友。由於社會對疾病的普遍不理解，癲癇患者一生中，常會在人
際關係中受挫。另一方面，癲癇患者無論近期有沒有發作，俱不得報考汽機車駕照。面
對各種社會壓力，蔡景仁醫師支持患者在受教權、駕駛權及工作權等方面為自己的權益
發聲，並鼓勵各位參與今年11月21號在台南舉辦的癲癇青年高峰會。

通識教育中心陳復主任表示：「癲癇是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遇上的狀況，我們務必破除
偏見，預先學習應對方式。當週遭有人出現癲癇發作，我們才可正確地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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