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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成大、亞美亞攜手線上教學 簽署合作備忘錄

2020-04-01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成大 USR

新型冠狀病毒所導致的新冠肺炎對全球的社會經濟造成極大的衝擊，大學校園的關閉，
遠端教學已經成了必要的手段。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透過大學社會責任
(USR)及企業社會責任(CSR)的合作，與美商亞美亞亞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簽署
了合作備忘錄.

在疫情發展的期間，Avaya將免費提供成大生科學院線上即時、互動式的教學與學習系
統SPACES，以滿足在遠端教學、會議及USR落實的需求。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A4%A7
https://www.ner.gov.tw/search?q=U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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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第一線超辛苦 成大發放奬金連清潔工都有

2020-04-01 15:35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為了防疫，第一線的醫護人員超辛苦，台南成大醫院今天宣布

句導加發給相關人員「風險壓力慰勉金」，而且還回溯發放到

1月30曰，不只醫護人員有，其他連清潔工都可以領到，每人

視輪班的情況每月可領數千元到上萬元不等。

分享

成 大醫院院長沈孟儒今天慰問第一線的防疫醫護人員，並宣布要 發放奬金。圖／成 大提供

讚 0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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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沈孟儒院長今天帶領院長室團隊，走訪檢疫專責病

房、負壓隔離病房、感染管制中心、病理部病毒組及臨床檢疫

站，慰勉防疫第一線醫護工作團隊人員，並且宣布發放「風險

壓力慰勉金」，時間回溯到正式成立檢疫站的1月30日開始，

依投入之班次計算，給予同仁實質的慰勉。

成大醫院在防疫工作上的投入及辛苦防疫的同仁，持續受到外

界的支持與肯定，但院長室團隊相信自家人也需要自己疼，因

此在政府未來將提供的獎勵措施之外，沈孟儒院長先行額外

「加碼」，要求院長室團隊規劃「風險壓力慰勉金」，發給第

一線工作人員以為慰勉。

面對此次「戰疫」，成大醫院從農曆春節前即啟動應變中心機

制，並從1月30日起設置檢疫站，並一步步提升，加入AI智慧

防疫；同時也啟動關懷機制，提供第一線防疫工作人員暖食計

畫、送養生茶及分送各界善心人士捐贈物資等。

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今天慰問第一線的防疫醫護人員，並宣布要發放奬
金。圖／成大提供



2020/4/1 防疫第一線超辛苦 成大發放奬金連清潔工都有 | 雲嘉南 | 地方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4461448 3/3

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今天慰問第一線的防疫醫護人員，並宣布要發放奬
金。圖／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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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大學申請放榜 成大是台南女中的最愛

2020-03-31 16:08  聯合報  / 記者鄭惠仁／台南即時報導

第一階段大學申請入學放榜，台南女中有87人次通過台大第一

輪篩選；各校醫學系、牙醫、中醫部分，有48人次通過，總共

通過國立大學及醫學系的有1014人次。其中以成大142人次最

多。

8

第一階段大學申請入學放榜， 台南女中 有 8 7 人次通過台 大第一階段篩選。記者鄭惠仁／攝

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0NDk=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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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女中校長鄭文儀說，雖然台大、陽明、成大的醫學系門

檻，今年都要國、英、數、自4科60級分，但有部分醫學系或

公費生的門檻，59級分就可過關。接下來的第2階段，學生務

必要利用清明連假做好準備並多充實自己，以利自己申請上理

想大學與科系。

台南女中統計，全校有87人次通過台大第一階段申請，另醫學

系部分，有42人次；牙醫與中醫分別為4人次與2人次。總共通

過國立大學及醫學系共1014人次。其中成大最多，共142人

次，其次是清華的96人次、交通大學31人次、政治大學57人

次。多年來成大一直是台南女中畢業生的最愛，預估今年仍是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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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持續發燒，實踐大學為防堵疫情，所有師生自同一大門進出，並需量測體溫。

（杜宜諳攝）

疫情竄校園 教部：百人課程調整授課
中國時報 李侑珊 、 林志成04:10 2020/04/01

台灣師範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與實踐大學等國內已至少有6所大學傳出師生確診新

冠肺炎，疫情已在校園淪陷，師生擔憂傳染擴大，台師大清明連假將校內大消毒，世新

大學則公開呼籲考生家長勿陪考甄試，中央大學也從4月2日開始加入軟封校，非洽公車

輛不得入校。教育部昨則發布新規定，大學100人以上課程，必須調整授課方式。

台師大昨日傳出學生確診案例，引起關切，與該校實習合作的部分高國中立即通知，先

暫停台師大四年級生觀課措施。台師大表示，尊重其決定，關於進一步細節，因正配合

疫情調查，釐清相關接觸者情形，故暫不對外說明。

目前至少有台大、政大、中央、台師大、台北市立大學、輔大、淡江、世新、元智、文

化及實踐等11校，除應邀入校來賓及洽公者外，一律謝絕訪客，形同「軟封校」，中央

大學也在昨日宣布，4月2日開始，非洽公車輛不得入校，待疫情趨緩，再公告解除。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結果於昨日公告，下一階段是各個大學的指定項目甄

試，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已在全球大爆發，為避免群聚感染之風險，世新大學校長吳永

乾特別針對學生家長們發出公開信，建議家長不要陪考，如因特殊需要，建議1人作陪照

顧為原則。

教育部昨公布「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復課及授課因應防疫調整演

練注意事項」，要求大專院校100人以上大班授課或教室難以保持防疫所需適當社交距離

（室內1.5公尺、室外1公尺）之課程，應立即改善環境或調整授課方式，採取全面配戴

口罩、分班上課或遠距教學等防疫作為。

成大有1名學生從德國回來後，3月16日確診，受影響的500多名學生改為遠距教學。成

大主秘李俊璋說，遠距教學只是權宜做法，不可能全面實施，主要在於學校還要買更多

遠距教學軟硬體，收支將失衡，「學校財務將垮掉」。

#入校 #授課 #肺炎 #大學 #封校 #遠距教學 #疫情 #防疫 #洽公 #台師大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419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3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5%85%A5%E6%A0%A1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6%8E%88%E8%AA%B2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8%82%BA%E7%82%8E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5%A4%A7%E5%AD%B8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5%B0%81%E6%A0%A1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9%81%A0%E8%B7%9D%E6%95%99%E5%AD%B8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7%96%AB%E6%83%85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9%98%B2%E7%96%AB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6%B4%BD%E5%85%AC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5%8F%B0%E5%B8%AB%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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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新聞

與「人資長」相約成功─國立成功大學的職涯輔導特色

發佈單位：青年署 聯絡人：徐毅宏    電話：(02)7736-5126 電子信箱：yhhsu@mail.yda.gov.tw

                                      
隨著產業快速變遷，青年學生對未來職涯常感到迷惘，也容易在就業後，發現實際的職場環境和預期中存
在著落差；企業為了吸引對的人才、創造對的組織結構、建立對的企業文化，對人資長的重視度也日益提
升。為了連結職場供需兩端，國立成功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辦理「第六屆人
資長論壇」，協助學生透過與業界人資長的近距離接觸，探索自我並進一步規劃職涯方向。

成大國企所辦理108年「人資長論壇」包含「向領袖學習」、「做個有梗的人」、「產學合作」三大系
列，其中「向領袖學習」邀請Amazon、IBM、太古可口可樂、台積電、台灣柏朗、台灣微軟、台灣嬌
生、合勤科技、統一企業、聯合利華等企業的人資長、總經理、資訊長、供應鏈長和行銷長帶著同學探索
不同領域職場、瞭解企業選人標準，吸引最多同學報名參與。

目前就讀國際企業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的施純翔同學，參加完活動後深有所感，表示能有機會當面聽到業
界一流人士的分享，對他的職涯規劃種下了許多的願景；而透過現場提問講者，也讓他對未來理想產業有
更多的了解，這些經驗相當難得。此外，對金融產業感興趣的施同學，也報名參與成大職涯教練計畫，擔
任中國信託銀行組的小組長，協調業師教及參與組員共同規劃學習計畫，帶領組員一起學習銀行實務並認
識職場環境；目前正積極尋找企業實習機會，期盼與金融業能有更多連結，打造通往職場的康莊大道。

「人資長論壇」吸引超過1,000人參與，不止是國立成功大學的學生，還有來自全國其他43所大專院校，
以及136家企業人士。臺南出生，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目前在香港匯豐銀行擔任儲備幹部的陳怡儒，在
得知活動訊息後，特別安排在返臺期間參與「罕至之路」、「人資長講座II」和「遇見CEO」三個場次，

https://www.edu.tw/Rss_News.aspx?n=9E7AC85F1954DDA8
mailto:%EF%BC%9Ayhhsu@mail.y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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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主動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分享 ，「以前總覺得，所謂的成功，是進入大企業爬上一層又一層的升遷，最
後成為呼風喚雨的CEO或高階經理人。後來慢慢長大我也漸漸了解，這只是成功的其中一種，可能是社會
價值觀比較常見的方式；但生命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有很多條道路可以走。我想在職涯選擇上，最
終還是回歸到自己的使命與意義：為什麼想做這件事情？找到自己的為什麼真的好重要，而我也還在尋找
的路上。感謝論壇上前輩們大方分享最真實的故事，讓我知道縱使會有辛苦但若能讓自己因工作而閃亮那
一切都值得！」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大專校院推動職涯輔導補助計畫，提供多元的職輔活動，協助青年學子完成自己的人生
計畫。相關資訊詳見「青年職涯輔導資訊平臺」(http://mycareer.yda.gov.tw/ )

上版日期：109-04-01

http://mycareer.y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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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與興國高中開設跨領域課程 全面學習科普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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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 興國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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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興國高中的多元選修課程繼和在羅浮宮參展的藝術家辜琪鈞、成大生科團隊、大
同電機合作外，又和清大跨領域科學教育中心及普物實驗室科普團隊合作，開設「動態
圓盤中的多元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由科教中心主任戴明鳳教授帶領團隊南下新營，
為興國的孩子上一堂精彩有趣的科學實作課。
 
本次課程為跨領域設計，結合物理學和腦部、眼部等器官的生理學，讓學生從單一學科
學習進化到全面性學習。

興國高中、清大開設跨領域科普課程 全面學習科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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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鋐公司打造優質好門 豪宅最愛

現代⼈對⾨的品質越來越注重，在選擇材質與花樣上開始下⾜功夫，也變得
⾮常在意⾨窗的安全性。⿓鋐公司⽣產的防⽕⾃動⾨選⽤代理的Saint

Gobain防⽕玻璃與⾃⼰製成的⾦屬框架，研發結合學術理論不斷改良，每產
出新⼀代的防⽕玻璃⾨時均經過國⽴成功⼤學防⽕安全研究中⼼TAF防⽕實驗
室測試通過證明有 60A等級並領有經濟部、內政部証書，各⼤公司 (如
BELLAVITA寶麗廣場、中鋼)與政府單位指定採⽤，產品有保障，安⼼看得
⾒。

總經理姜智耀提到，在台灣深耕40年的⿓鋐公司為讓顧客擁有安全優質的⾨
窗製品，從設計、研發、⽣產到銷售，都是⼯廠⼀條⿓服務，嚴謹製程要讓
消費者在選擇裝潢建材上能更加安⼼，運⽤銅、鍛鐵、鑄鋁、不銹鋼等材質
製作各式精緻⾨窗，在設計上主體花滿版設計有別於市⾯上的⾨樣，營造集
完美隔⾳、霸氣美觀、防颱等多項優點於⼀⾝的好⾨，諸多豪宅建案也紛紛
使⽤。

2020-03-31 17:00 經濟日報 李妮育

讚 0 分享 Y ⽤LINE傳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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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消費者在裝潢上⽇漸產⽣的需求，該公司在配件研發更是推陳出新，除
了有電動地鉸鍊，另外還有欄杆、隔屏、鍛鐵扶⼿…等多樣建材產品，讓顧
客在裝潢新居時有更多樣的選擇，⽽遠近馳名的好⼝碑也使台灣各地都有顧
客親⾃到位於⾼雄的⿓鋐企業有限公司挑選所需建材，現北中南各有分公
司，⽬前也與建築公司合作，合⼒打造出讓消費者安⼼放⼼的居住好宅。

⿓鋐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姜智耀 李妮育/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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