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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豐富地站在一起
與其說是吃驚，不如說是茫然地看得入迷了

陳舜臣《青雲之軸》轉引谷崎潤一郎《細雪》

美即是醜，醜即是美 

莎士比亞《馬克白》

小說家陳舜臣在 《青雲之軸》談及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於《細雪》中描述天災的華麗文字。陳舜

臣寫道：「人類在遭遇到突發的劇變時，據說並不會先有倫理觀，反而是內心的美感會先做出反

應……也常常有人說，看到B29轟炸機銀色的機翼閃閃發亮，當下反射性地覺得真是美麗。」美國作

家蘇珊‧桑塔格年輕時也曾認為，當代充滿影像，「超飽和的世界，(讓) 我們應當關注之事對我們

的擊撞越來越少：我們已經麻木不仁。最後，這類影像只令我們變得冷漠。」她甚至表示：「現代

生活總是以暴力餵養我們，而我們不知不覺慢慢習慣而被腐化了。」不過，在經過多年思索之後，

桑塔格不再單純接受過多影像會造成人心麻痺的指控，她指出問題只在於，如何促成人們擔負起責

任去觀察並反省。

「過度豐富」(excess, over-abundance) 的影響與記憶究竟是浪費或者是機會？處於過度豐富世代的我

們，光與受難者站在一起便是道德的嗎？或者說「站在一起」只是起碼的要求？擁有歷史經驗的後

進者，是否更應該擔負起某種導向我們往未來前進的責任。若能如此，「過度豐富」或許能夠因為

提供了多元異質的案例，而有助拓展社會大眾的經驗視域，進而避免被麻痺心智的風險。

陳舜臣與桑塔格所談的觀看與凝視，背景都是二次世界大戰。然而當今，全球因疫情動員資源之

鉅、影響生活層面之廣，以及全球死亡人數之多，以致有人將之稱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無論戰

爭語言是隱喻或描述實質狀態，這段日子以來，在我們校園周遭的確出現了許多不尋常的事件與現

象。譬如，光復校區魯迅像與成功校區博物館前的石獅早已應景地戴上了口罩。路過除了會心一笑

之外，繼之而起的心情會是什麼？如果日日夜夜都見得著口罩、酒精、隔板、快篩站、防護罩、封

鎖線、梅花座、線上活動、QR code……，那麼我們還需要留下疫情期間的影像嗎？

留下疫情期間影像的作為，其實預設了我們在未來能「恢復正常」的想望。或許我們也可以說，以

影像寫歷史，與文字一樣都蘊含著對未來的期許。但是我們是否願意多花一點時間想想，我們期許

在未來恢復的正常究竟是些什麼？是因疫情所逐漸習慣的網路世界與各種鏈結，還是過往我們曾經

因相遇而建立起的各種摩擦與親密關係？

無論如何，留下疫情時期成大人努力的身影，絕非指向感官獵奇，而是期待所有成大人能有機會因暴

露於過度豐富之中，滿盈自身的情感與理智，再進一步移轉至關注支撐防疫生活模式背後所有行動者

的付出。過度豐富中的觀看與凝視必須學習，否則不免流於膚淺消費。成大271邀請所有成大人透過

影像再次認識周遭，之後，除了繼續扮演自己的角色之外，也別忘了我們還至少必須站在一起！

歡迎你，成大新鮮人！

今年，臺灣面對新冠病毒疫情的嚴峻挑戰，從5月升至三級警戒以來，首次以停課不

停學、線上畢業典禮、升學大考延期等，因應種種挑戰與壓力，造就本屆新生勇敢而

獨特的成長經驗。此刻，我們何其慶幸能在成大安全防疫的校園中，迎接各位到來！

成大作為一所國際化的綜合型大學，擁有教學醫院的充分支援，結合校內各領域師

生的專業知識、啟動各級防疫機制，從移動軌跡、建築物環境掃描紀錄，到結合AI

運算所發展的快速篩檢模式、研發智慧手環體溫預警系統，為貫徹防疫超前部署，

建立保護教職員生之防疫圍牆，展現大學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與防疫量能，打造成

大新生安心學習、安全生活的環境。

過去歷史的經驗提醒我們，疾病大流行對於人類發展進程，有著重大影響。在疫情

之下，雖須拉出安全社交距離，但透過社群交流、人際間的連結，相互支持的系統

卻更加緊密。大學生作為深受社會信賴期許的一份子，應積極思考如何建構專業的

素養及知識實現、跨域協作，系統性理解問題、結構性儲備知識，有層次、有步驟

性地發掘並解決未來課題，創新社會福祉、永續未來，懷抱改變社會的勇氣。

適逢成大90周年校慶，秉持「藏行顯光，成就共好」核心理念，期許各位在成大豐

厚的歷史底蘊裡獲得啟發，藉與來自不同國家、地區、文化背景的同儕互動中，開

拓國際視野、儲備外語能力，在成大校園成長、蛻變，看見更好的自己，聯結世界

「成大事」，成為勇於承擔的「成大人」。 

110年新鮮人成長營校長致詞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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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6月校園大事記

2021-04-01    NCKU 90 and Beyond 培育計畫　成大延攬國際人才成就共好
國立成功大學創校90週年，策劃「NCKU	90	and	Beyond」培育計畫擴大招募國內外優質

教學及研究人才，今年有20多位海外學者參與。

2021-04-12    成大獨招37名額　幫助新住民進修
110學年度成大學士班首度辦理新住民入學獨招，讓新住民持續進修、升讀高等教育。

2021-04-15    光合童心藻樂趣 成大USR協同麻豆國小助永續
成功大學「農牧共好與農綠共生」大學社會責任USR團隊與麻豆國小共同舉辦「光合童

心．藻樂趣協同麻小．助永續」活動。

2021-04-16    人生、性格、閱讀書寫　王汎森院士3場演講在成大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第二屆「成功人文講座」邀請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士王汎森，

帶領思考如何重新認識「人」與「歷史」的聯繫。

2021-04-19    110全大運聖火文武取源　府城熱情全台勇跑
110全大運聖火4月19日上午在臺南文武廟取源，環繞臺南市和成大路跑，4月20日清

晨6點將展開歷時19天的環台路跑。

2021-04-22    2021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　成大名列臺灣第一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為依據，公布最新2021世界大學影響

力總排名，成大在全台35所入榜學校中排名第一。

2021-05-08    成大1168公里環台聖火傳遞　真切跑活土地希望
歷時19天，全大運聖火環台今返抵成大校園。

2021-06-21    清廉守正耿介無私 成大人心中永遠的典範 永懷夏漢民校長（1932-2021）
奠定國立成功大學發展基礎的夏漢民校長於6月18日（五）凌晨四時，安詳辭世，享耆

壽90歲。

2021-04-10    李克讓、林信義獲頒成大名譽博士
成大名譽教授李克讓與總統府資政林信義，獲成功大學頒授名譽博士殊榮。

4月 April

5月 May

6月 June

圖文資料來源\成大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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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s  Helping 
#QR Code
#12A

#全大運
#快篩

#防護罩
#阿中部長

#城市一隅

#封鎖線

#紅蟳米糕
#消毒
#國際論壇

#國際醫療

#梅花座
#畢業典禮
#智慧醫療

#超級「試」場

#群聚感染
#跨國學習

#口罩
#線上會議

#學生宿舍

#檢疫站

Covid-19疫情大爆發的2020年，臺灣大部分的時間仍然處
於正常工作、上課、生活的狀態，與多數封城確診的國家
相比，我們只是讓口罩隔絕了彼此。而正當不少國家疫情
漸漸和緩之時，臺灣卻進入本土疫情的高峰……

本期成大校刊將以影像帶大家一同觀察疫情爆發以來，校
園與城市的種種變化。變化莫測的疫情猶如口罩下的表情
一樣深不可測，未來將會如何？我們還沒有答案，但透過
觀察與對話，讓我們一起渡過這艱難的時刻。



#12A

12A

12A病房是成大醫院2003年SARS 戰場的核心點(ground zero)， 
2003年SARS後醫院在12A建立了完整的負壓隔離病房，在病房內
設立了完整的防疫隔離動線規劃及確實執行標準作業流程，每位防
疫天使和戰將在這裡與看不見的病毒奮戰到底。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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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s Hel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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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rE

因應大規模的疫情爆發蔓延，全球緊急部署檢疫醫院，
依照不同程度大概分為三種：一是以搭帳棚的方式臨時
搭設發燒篩檢站，讓病毒阻絕在外，將疫情降到最低; 
二是在醫療體系資源不敷使用的情況下，利用大型場館
置入大規模病床組以安置感染病患; 三是徵用現有空地
臨時搭建一幢大型醫療隔離所， 即所謂的方艙醫院。而
這些做法都存在許多問題。

由成大領軍，成大傑出校友張清華建築師、成大醫院沈
孟儒院長、規劃與設計學院鄭泰昇院長聯手努力下，聯
合產學界發起研發臺灣版的緊急部署檢疫醫院原型設
計，此團隊橫跨醫學、建築、工程等專業領域，提出緊
急部署檢疫醫院的原型設計概念。並將智慧成果公開，
全球都可以下載，開放設計是史無前例的創舉，也讓世
界看見臺灣對於防疫時所貢獻的國際責任。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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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Code

建立足跡資料

掃QR Code，建立更精準明確的足跡資料，已成為進入
公共空間之前的反射動作。

1514

Covid-19



#全大運

全大運因應防疫未開戰9項目延期舉行

2021年5月本土案例節節攀升，讓今年
由成大主辦的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受到影響。因應防疫，尚未開戰的9
項目賽事延後辦理。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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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

快篩科技研發

檢測病毒方式最精準的方式為PCR核酸檢測，藉由
核酸定序及分子偵測技術，讀出病毒的核醣核酸，
但整個程序最快約４小時，昂貴的設備也不能隨意
遷移。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教授團隊發展快篩技
術，建立新冠病毒的拉曼光譜圖譜資料庫，以奈米
陷阱試片搭配熱區聚集試片抓到的病毒，同步檢測
病毒外包膜並與圖譜資料庫做比對，１分鐘內就快
篩出新冠病毒。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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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罩

戰役型防護罩

為保護暴露在高風險環境之下的第一線的醫療人員，成大醫院急診部研
發設計出用於插管治療的「戰疫型」防護罩，可避免執行過程中意外
遭病人的分泌物噴濺，增加感染的風險。這項研發於2020年4月刊登在
《急診醫學年鑑Annals of Emergency Medicine》。

2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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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中部長

衛生福利部部長

收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或關注會後新聞，儼然已經成為許多人
日常的生活習慣。除了關心疫情發展，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在記者會
上高EQ回答，也屢成討論焦點。2020年7月27日阿中部長來到成功大
學醫學中心分享臺灣抗疫過程，從超前佈署、防疫措施決策等等，更再
三感謝一線人員付出奉獻，也謝謝人民配合，讓社會大眾的生活日常影
響減到最低。

2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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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一隅

國寶手繪電影看板師與電影看板

臺南全美戲院的看版皆出自國寶級手繪看板師傅顏振發之手，手繪電
影看板、海報已成為了城市特色之一。碰上疫情，戲院看板上，出現
了戴上口罩的國際巨星，耗時一個月繪製完成的全台最大手繪看板，
包括李安、湯姆克魯斯、凱特溫斯蕾等都出現在看板上，為蒙受疫情
籠罩的世界加油打氣！

2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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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鎖線

校園空間裡的封鎖線

2021年5月，COVID-19本土疫情持續嚴峻，疫情指揮中心自
5月19日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同步加嚴、加大各地防
疫限制，而校園也拉起了封鎖線，直到 7月27日降至二級警
戒，校園空間警戒持續因應政策滾動式修正管理。

27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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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蟳米糕

疫中送暖

愛在疫情蔓延時。阿霞飯店的紅蟳米糕、甜粥，及
來自各方的淬魚精、維他命C發泡錠、西洋人蔘茶、
舒緩貼布、護目鏡……等暖心物資，不斷湧進成大
醫院慰勞辛苦的醫護人員。

2 9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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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

酒精、漂白水、次氯酸水……

環境清消、個人衛生，消毒的瓶瓶罐
罐已成為日常重要的一部分。

3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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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論壇

2020 NCKU COVID-19國際線上直播論壇

跨越地理疆域與時差限制，成功大學於2020年4月21日舉辦12小時接
力的「2020 NCKU COVID-19國際線上直播論壇」，從臺灣串連亞
洲、歐洲與北美10餘國大學校長、學者專家與醫界人士約150人，「面
對面」交流第一手訊息、探討疫情對高等教育的衝擊及變革、全球化
與防疫如何取得平衡、抗疫醫藥研發等3大主題。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
王智弘（C. Jason Wang），3月初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
撰文，讓臺灣防疫表現受到國際矚目，也受邀連線於論壇發表演說。

3 3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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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療

成大醫院首次提供國際醫療視訊諮詢

2021年5月2日駐印度代表處有鑑於疫情告急，且醫療資源匱乏，與承
辦衛福部一國一中心印度計畫案的成大醫院討論，火速於3天內完成規
劃。5月6日開辦視訊直播的新冠肺炎防疫講座，除代表處人員外，在
外貿協會及德里、孟買與南印度台商會協助下，集結目前在印度的台
商及僑胞共65人同步上線聽講。由成大醫院臨床助理教授兼感管中心
副主任李明吉醫師主講，包括：新冠肺炎症狀辨別、日常防疫需知、
疫苗接種及藥物治療等議題，並線上回覆印度的台商及僑胞提問。

5月12日也開始提供駐印度代表處人員及旅居印度的台商、僑胞國際
醫療視訊諮詢。印度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激增，加上醫療體系崩潰，且
缺乏醫療物資。旅居印度的台商及僑胞也傳出確診，甚至死亡。成大
醫院為衛福部新南向一國一中心之印度主責醫院，除協助外交部及衛
福部捐贈醫療物資至印度之人道救援任務外，也開辦視訊講座，協助
在印度的海外人士防疫。國際醫療中心表示視訊諮詢將持續進行，確
保旅居印度台胞的健康安全。

3 5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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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座

梅花座

校園裡的大型共同教室、會議室、演講廳，防疫期
間皆以梅花座安排座位。

3 7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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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

3 9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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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110級線上畢典千人上線

2020年6月5日舉辦110級線上畢業典禮，疫情當前
畢業派對取消了，畢業典禮也改在空蕩蕩的成功廳
直播。撥穗、畢業生致詞除現場分組進場外，貴賓
演講與各學院撥穗則以預錄影片進行。儀式全程同
步在學校官方Facebook與YouTube直播，歷時1.5
小時，線上觀看人數超過1200人。疫病彷彿迅雷不
及掩耳地出現，世界看起來支離破碎、滿目瘡痍。
換個角度，卻也是全面新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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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

智慧醫療

檢疫的英文，日語、韓語、印尼話要怎麼說？成功
大學附設醫院開發能減少醫護壓力、降低病毒感染
風險的智慧醫療問診系統，原本只有中文版，進一
步推出英語、越南、印尼、泰國、韓語、日語6種多
國語言版本，營造更加友善的醫療環境。

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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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試」場

小心疫疫的超級「試」場

2020年2月10日，研究所考試的第2天，現場因新冠肺炎
而警備森嚴。應試考生除了在考前填寫線上健康關懷問
卷，考場也全面為考生量體溫、紅外線溫度儀檢核。應
考人員配戴口罩，做好自我防護措施，為避免考場人數
密集發生交叉感染，也宣導親友不陪考，給予彼此更周
全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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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聚感染

47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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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安南區家庭群聚感染事件

臺南市2021年6月27日公佈安南區一家8口家族群聚
感染，由於正值屏東發生印度變異株Delta病毒群
聚感染事件，各界關注安南區8人染疫病毒是否為
Delta變種病毒，經採檢，病毒基因定序確認是英國
變異株Alpha，排除為Delta。

為防堵疫情，成大醫院在6/28至6/30於安西自辦重
劃區免費公有停車場及安南果菜市場設立篩檢站實
施PCR擴大篩檢。成大醫療團隊3日共篩檢近4000
人，篩檢結果皆為陰性。成大醫院與衛生局、警察
局及果菜市場人員為防疫共盡心力，讓篩檢能夠快
速落實，避免感染鏈擴大。

4 9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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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學習

線上跨國學習

成功大學2020年國際暑期學校（Summer school）在
2020年8月25-29日開啟了為期一週的跨國學習課程。
課程議題除延續永續發展外，首度結合商業管理，探討
「全球挑戰下的國際企業家精神」。因應疫情國際行動
限縮，課程模式實體與線上兼具，更推出少見的360度
校園導覽與深度府城遊歷，讓學生跨國飽覽成大校園美
景，還在線上「視」吃臺南。有不少國際學生甚至克服
時差，在半夜摸黑上線進行跨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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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

實名制口罩販售

2020年2月6日實施實名制口罩販售，忙
著配售口罩的社區藥局裡的藥師。

5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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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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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首場視訊校務會議

2020年4月15日校務會議首次嘗試視訊與實體並行，
本次校務會議有近7成會議代表參與，其中約有四分
之一透過視訊隔空相會。為保護每一位出席實體與
視訊會議者，特地設計每位代表專屬QR-code報到
與投票系統，會議代表以個人手機或平板掃碼即可
登錄報到及投票，將接觸感染的機率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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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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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全面警戒

開學了！成大對於住在學校宿舍執行居家檢疫的學生也
採用智慧化監測，跨領域團隊開發的「溫心智慧手環」
能連續監測體溫與心跳，作為預測症狀指標。當配戴者
體溫上升時，可以藉由手機APP主動確認異常症狀並提
醒主動就醫。

6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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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站

第一道防線

檢疫站是醫院阻隔病毒的第一道防線，為了阻隔武漢內
的風險，醫護人員全副武裝，在成大醫院感染急診大樓
外的空地築起了有如戰地醫院的「武漢肺炎檢疫站」。

6 3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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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熱的五月天，空氣中除了瀰漫著高溫，還有許多不安的氛圍。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把雙北從5月15日升至三級警戒，全國則於5月19日

升到三級警戒，一時之間，臺灣整個社會彷彿按下了慢動作鍵，出門

的人少了，路上的車也少了，餐廳不准內用，口罩已成為每個人外出

的標準服裝，在疫情籠罩下，大學校園又呈現什麼樣的面貌？

全國三級警戒
校園防疫全記錄 撰文 陳宏瑞

量體溫，掃QR	CODE是疫情下生活的日常。

宿舍外搭設帳棚，讓家長方便接送學生，但避免進入宿舍。

左）學生餐廳內早已設立了隔版，卻暫時用不到。

右）學生餐廳正常營業但停止內用。

全國疫情在5月19日警戒升到三級，成大各處室隨即採取一連串措施因

應，5月19日起實施校園門禁，禁止校外人、車入校措施，校園僅開放

11個出入口，教職員工生出入須出示教職員工生證件，109學年度第2

學期課程至學期結束，全面線上授課、線上評量，線上教學為正式課

程，不另行補課。

進入建築物、搭電梯都需要量

體溫，校警隊派員隨時協助。

成大全校教職員工生每日必須填寫健康關懷問卷調查及體溫、症狀紀

錄，總務處因應居家辦公演練，也以Webex防疫雲端辦公室辦理公務及

訪客服務，各單位員工可安裝NCKU Teams，作為防疫期間同仁橫向溝

通連繫方式，以避免群聚接觸，行政大樓東西棟B1、B2裝設酒精量溫

一體機，方便員工量測體溫及手部消毒，隨時注意自身健康，進出大

樓也必須先掃QR CODE，以確保人員的掌握。

國立成功大學因應疫情發展，從三級警戒開始就推出線上畢業典禮、

實施校園門禁、宿舍加強管制、全面線上授課、線上評量等一系列應

變措施，成大圖書館推出防疫服務，成大醫院也迅速召集應變中心防

疫團隊，依據科學證據訂定醫院的防疫政策，全校總動員，希望一起

度過疫情的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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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警戒提升三級，學生住宿防疫成為矚目焦點，學校在每一個宿舍

都設置紅外線顯像儀，讓學生進出宿舍時可以迅速的掌握體溫，比去

年採人工量體溫更有效率，學生盡量採取不移動的原則，如果不得不

移動或返家時，家住中部（彰化）以北的學生回到宿舍時，則需自費

500元做PCR檢測，或者可以選擇集中住在一人一室的勝三宿舍，進行

14天的加強自主健康管理，以保障絕大部分沒有移動的學生。

民以食為天，三級警戒後，儘管學生餐廳的營業額下降，部分業者向

學校申請調整營業時間甚至暫時停業，為了體恤學生可能外食不易，

學生餐廳的自助餐和便利商店都維持最基本的營業，但禁止內用，並

做好實聯制和保持社交距離。

因應疫情警戒提升至第三級，成大圖書館調整服務內容，致力提供豐

富的教學及研究資源，圖書館館長王涵青表示，服務以透過網路、遠

距線上為主，搭配符合防疫策略的實體服務，持續提供不斷電的圖書

館資源，包括：提供電子書、電子期刊、電子資料庫、以及紙本期刊

文獻掃瞄服務與email傳送；同時也推出線上諮詢會議室、館藏資源利

用線上課程及學術研究分析服務等，大大縮短師生在疫情當下與圖書

館資源間的距離。

疫情期間，總圖、醫圖以開放預約取書方式，滿足讀者紙本圖書所

需。讀者只需事先上網預約，約一個工作天左右即可接受email通知，

就可到館取書（實際取書時程須看當時的取書量與人力），學生取完

書以後也可透過紫外線UV消毒機進行消毒，還書則可以透過還書箱，

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原本 24 小時營業的超商調整營業

時間。

餐廳的地板標誌線提醒維持社交距離。

學生繳費在辦公室外辦理。

學生繳費在辦公室外，辦公室內則以塑膠隔屏隔開防疫空間。

676 6

個人疫見



 劉姿佑 攝

上）塑膠隔屏成為辦公室的特殊景象。	 中）圖書館的紫外線殺菌箱。

下）圖書館櫃臺也是以塑膠屏幕隔開社交距離，學生可預約取書。

2020年12月，成大圖書館「一冊一世界」主題書展以「瘟疫文學」為主題，由「卡繆」

（Albert Camus）的作品《鼠疫》（亦翻作《瘟疫》；英：「The Plague」； 法：「La 

Peste」）為基礎出發，呈現過去時代人們面對疫情的態度、反抗、人性與生命尊嚴。歷史

上鼠疫有三次大流行，第一次大流行發生於6世紀，起源於埃及的西奈半島；第二次發生

於14世紀，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即為致使歐洲人口少了一半的黑死病；第三次發生於19

世紀末至20世紀初，於廣東爆發，經過航海交通，最終散布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陸。法國

存在主義作家卡繆1947年的作品《鼠疫》，以1940年代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境內一座小

城奧蘭（Oran）為背景，寫下圍城之下的人民在鼠疫這種傳染病背景之下的種種表現。

在現今飽受新冠肺炎COVID-19折騰的當代，重讀卡繆的《鼠疫》，無疑能夠帶給我們更

多的省思，甚至有助於我們找到因應之道。

走讀經典—
卡繆《瘟疫》 撰文 黃勝旭

6 96 8

個人疫見



進入展場，彷彿走進卡繆的小說中無從所知的奧蘭城，四周以白色布

幕圍起，好似醫院的病房，而自己是被隔離者，成為被世界放逐的一

座孤島。

展場以「封城」的圍困為主要概念，由古拉丁字母轉化而成的四區域

展現卡繆的小說中無辜的人們在疫情肆虐的奧蘭城，隨著時間所經歷

心理狀態：「驚惶、猜疑、掩蓋」；「順從、接受、執行措施、責

備、抱怨、荒唐面對」；「習慣、冷漠、麻木、疲乏、自我批判、質

疑」；以及「等待、理智、回憶、珍惜、反思、補償」。

白幕上投影著戴著口罩並不時眨眼的人臉，形成一股壓抑、沉悶的氛圍，甚至令人難以呼

吸，讓人強烈感受到「疫情肆虐，死亡就伏藏在我們的生活之中」的無形壓力，一切疫情

是如此靠近，如此真實。而展示櫃中陳列的許多醫療器材，諸如醫用手套、針頭、藥罐、

手術服，亦更加強疫情帶來的生命威脅的膽戰感受。

展場有別於傳統平面的展覽方式，本次展覽以布幕及投影營造出展示空間，並利用動畫、

音響等影音媒介，更帶給觀者視覺及聽覺上的感染效果。展場不僅僅重現1940年代為疫情

所困的奧蘭城，亦對2020當今的疫情有所回應。「沒有發燒症狀只是乾咳也可能患病，且

具傳染性，應該要加強宣導戴口罩，或是其他有效防疫方式。」「才一個晚上就聽到時幾

個該隔離卻不戴口罩亂跑的，有去找朋友的，有去泡網咖的，還有去超商取貨的，臺灣真

的要疫情大爆發的時候才會緊張嗎？」「可以將全部隔離患者戴電子腳銬嗎？」。

7170

個人疫見



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展示方式是：以曬衣架晾著卡繆的小說。策展者

擷取《鼠疫》某些文本片段，以晾衣服的形式將印出的文本分別夾在

各個木製曬衣架上，並將文中的一些文字挖去，讓觀者自行填空，於

此觀者將不完全侷限於小說情節中，也能夠將自己對於現今疫情的感

受置入於文本，文本不再只屬於彼時，也能屬於現時。

曬衣架上文本的背面是一個個散落的中文詞彙，這些詞彙是人們面

對疫情的心理狀態或生活狀態，如：驚恐、煎熬、發燒、傳染、權

力……，一百年前面對疫情的恐慌、人性的荒謬，一百年後亦是如

此。看著這些文本隨風晃動，過去的故事彷彿也吹進現今的疫情之

中，災難始終再再反覆發生，人性的考驗、面對疫情的考驗亦是。

展場一部分也展示著這陣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記者會的文稿、關

於新冠肺炎的科學研究、「入境檢疫系統」健康申報聲明書等等有關

當今疫情的資料，與《鼠疫》小說文本的相關展示相呼應。

歷史不停重演，我們以過去為鑑。《鼠疫》在書末寫道：「聽到城裡

傳來歡呼聲，李厄心裡想著，這樣的歡樂總是會受到威脅的。因為這

些興高采烈的人群看不見某事，但相關的書籍已經告知我們：鼠疫的

桿菌決不會就此絕滅或消逝。它能潛伏在家具或衣櫥好幾十年，在房

間、地窖、旅行箱、手帕及廢紙堆裡耐心等候。也許有那麼一天，鼠

疫會喚醒鼠群。讓它們葬身在某個幸福的城市，使人類再罹厄運，再

度汲取教訓。」

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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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藝文味的疫苗接種站
撰文 編輯室 照片提供 成大醫院

在全民防疫的路上，成大醫院持續參與公共衛生政策，維護區域

民眾健康安全。為共盡心力抗疫，提升疫苗施打覆蓋率，醫院擁

有多次大規模接種經驗後。在流程優化上：單一方向流暢動線，

所有出入口轉角無縫引導、多線報到處分散人流、工作人員和志

工及時協助填寫意願書、多線的醫師進行健康評估和護理師注射

疫苗，並在1樓加設了友善通關區服務行動不便者，讓所有接種者

在最短時間內完成施打疫苗後，進入留觀區休息。

院外設有遮陽避雨棚，讓排隊人潮依序進入。

醫院安排了安全動線，地面標示距離，也增加了引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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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處多線分流。

醫護人員穿戴著嚴謹的防護裝備。

友善無障礙的服務。

口罩、眼罩是基本配備。

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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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志工持續走動，並舉牌提醒民眾保持社交距離。

環境安全上，清消人員頻繁消毒等候區、接種區桌椅，民眾常接觸區

域之扶手、門把、電梯按鍵等，提供乾淨放心的空間。亦有人員進行

環境採樣檢測，確認結果符合安全標準。

接種人潮眾多，但動線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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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疫苗完成，在醫院大廳留觀區裡一邊休息，一邊聽

著現場鋼琴演奏。抬頭仰望，是日本藝術家麻生秀穗設

計的「蒼穹之窗」，由80萬片馬賽克拼貼而成，材質包

括貝殼、大理石、金箔玻璃……璀璨閃耀。圖像裡有雷

神、風神……等神祇，守護著需要希望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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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2

嚴防新冠肺炎！前往武漢及鄰近地區請加強防疫措施

中國大陸武漢地區新型冠狀病毒引發之疫情，已有明顯社區

傳播及擴大情形。

2020-01-24

成大醫院為雲嘉南唯一「新冠肺炎」通報個案之檢驗機構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升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將「新冠肺

炎」疫情等級提升至第二級。

2020-02-03

堅守新冠肺炎疫情防線　成大決定延至3月2日開學

成功大學配合國家防疫政策，今天宣布延後兩週開學，由原

訂的2月17日推延至3月2日。

2020-02-07

成大急編百萬專款 採購防疫物資及投保人員意外險

成功大學防疫工作已暫撥100萬元防疫預算以利各相關單位
快速採購防疫物資。

2020-02-10

成大173名港澳生返校　未能返校生提供修業配套措施

成大陸續安排專車從高雄、桃園機場接回港澳學生，並協助

於校外租屋處或學校宿舍進行14天的「居家檢疫」管理。

2020-02-15

成大導入智慧醫療　提升新冠肺炎臨床檢疫效率

成大整合多項智慧醫療，建制「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

統」。

2020-02-21

防疫有「成」 成大主辦南區大專校院新冠肺炎防疫說明會

成大校園防疫計畫規劃完善，受教育部選為防疫示範學校

並委託辦理2月21日「大專校院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南
區說明會」。

2020-02-24

成大校友嚴瑞雄　號召口罩國家隊成軍

成功大學機械系67級校友、東台集團董事長嚴瑞雄出面號
召動員，是口罩產能快速提升的靈魂人物。

2020-04-15

防疫不懈　成大首辦視訊校務會議

成大15日在「跨區防疫」概念下召開校務會議，首次嘗試
視訊與實體並行。

2020-04-13

成大研發AI判讀COVID－19系統　國旗登上國際黑客松競賽

成大資訊工程系特聘教授蔣榮先，帶領碩博士生參加「國

際COVID19科技防疫黑客松大賽」，團隊以人工智慧判讀
病患肺部X光片，只需一秒即可辨識是否具備新冠肺炎特
徵。未來開發完成，即便是缺乏醫師的地區，也能透過AI
迅速偵測疾病。

2020-02-06

拉高防疫規格　成大創新以高科技紅外線為碩班考生量體溫

成大109學年度碩士班考試2月10日、11日在臺南成大、臺北
台科大同步登場。

築起抗疫防線！健康問卷加衛教影片 沉著防備

成功大學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資訊平台專區，提供

防疫健康關懷問卷調查。

2020-04-06

成大啟動防疫4.0　確保教職員工生健康與安全

成大於今通函要求全校教職員工生，若於連假期間曾到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示警之11個景點，應嚴格遵守國
家規定自4月6日起14天內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世界公民Taiwan is Helping　成大醫院線上直播助印度完
善防疫

4月2日成功大學附設醫院感染管制中心副主任陳柏齡醫師
透過直播與印度近9000名醫護人員分享臺灣防疫經驗。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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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2020-04-18

成大醫院智慧醫療問診系統多國語言版上線

成大醫院開發減少醫護壓力、降低病毒感染風險的智慧醫療

問診系統。

2020-04-21

成大COVID-19國際線上直播論壇　連結世界共同防疫

跨越地理疆域與時差限制，成功大學21日舉辦12小時接力的
「2020 NCKU COVID-19國際線上直播論壇」。

2020-04-28

成大打造全球最優質緊急檢疫醫院原型屋 為持久戰超前部署

成大向全球發表自主研發的臺灣版「移動式緊急部署檢疫醫

院原型QurE」。

2020-05-05

疫情不忘益膚『成大傷口中心』與『創甡生技』攜手呵護防
疫面具下的肌膚

疫情超過3個月，成大傷口中心與創甡生技在護士節前將合
作研發製造的250瓶「高活性膠原蛋白強效保溼修護乳」贈
予成大醫院感染管制中心與隔離病房醫護同仁。

2020-05-13

世界銀行國際視訊會議 　蘇慧貞校長分享臺灣防疫經驗

世界銀行（World Bank）5月12日舉辦跨區域國際視訊會
議，成大蘇慧貞校長受邀代表臺灣出席並以專題演講分享臺

灣成功經驗。

2020-04-30

疫情襲捲全球　成大透過海外科研基地深化國際交流

疫情造成國際疏離，但成大持續推動跨國研究合作，透過設

在馬來西亞、越南、泰國的科研基地，順利進行跨國共同科

學研究計畫。

2020-05-15

成大附工電機科　師生聯手設計製作紫外線消毒箱

新冠肺炎疫情，口罩消毒重複使用為熱門話題，成功大學

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學生成功製作出紫外線消毒

箱，提升口罩使用次數。

2020-05-20

在台防疫的日子　來自千里之外的德國交換生

成大與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TU Darmstadt)，今年２
月接收該校５名交換生，使其學習不中斷。

2020-05-29

成大與新南向基地夥伴學校　打造防疫新樣貌

成大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5月28日舉辦線上防疫科技研
討會「NCKU×UM×UMP×MU International Seminar: 
Innovations for Fighting COVID-19」。

2020-07-28

「阿中部長」現身成大　防疫甘苦談

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7月27日來到成功大學醫學中心，
娓娓道出臺灣有條不紊的抗疫過程，從超前佈署、精準防

疫。

2020-06-29

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病毒快篩　獲選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
計畫

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廖峻德率團隊從材料工程觀點出發，

以奈米陷阱概念設計出捕捉病毒的技術。

2020-06-10

護理視角下的臺灣抗疫　成大護理系舉辦跨國視訊演講

成大醫學院護理學系與印尼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Purwokerto護理系於6月9日共同舉辦視訊演講。成大護理
系系主任柯乃熒擔任主講，題目為「Learning from Taiwan: 
Taiwan's Fight Against COVID-19 Viewed From Nursing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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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2020-08-19

善用居家檢疫期　成大為提早入境返校境外生開設線上課程

成功大學在8月特地為提早返校的大學部境外新生與舊生，推出
兩門非同步線上課程，讓檢疫中或已完成檢疫的境外生，利用時

間提早修課。

2020-08-25

免出門線上跨國學創業 成功大學國際暑期學校上課

成功大學2020年國際暑期學校（Summer school）8月25-29日開啟為
期一週的跨國學習課程。

2020-08-28

透過研究影響力突破國界 成大馬來西亞海外基地線上論壇

8月13日，成功大學馬來西亞海外基地成立臉書專頁，並主持網
路論壇研討會，討論疫情影響下的國際研究合作模式。

2021-03-15

智慧科技守護全大運　成大首推防疫三部曲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5月將在成大舉行。

2021-04-26

新冠肺炎預防治療 成大新發現！肺泡表面蛋白Ｄ片段重組蛋白可
抑制病毒感染

成大研究發現，人類肺泡表面蛋白D重組片段蛋白（rfhSP-D）可
抑制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感染，開創新冠肺炎治療的新途徑！

2020-12-05

成大研發新式霧化吸入治療面罩降低疫情風險 2020臺灣醫療科
技展上吸引目光

成大醫院以潛水面罩為靈感，結合HEPA過濾網，研發全臉新式
霧化吸入治療面罩，可有效抑制病毒室內環境中透過飛沫傳播，

大幅降低一線醫護人員感染風險。

2021-05-04

助印度抗疫 臺灣首批製氧機、氧氣鋼瓶運抵　成大醫院參與援助
印度 協助政府整合防疫物資

印度第二波COVID-19疫情來勢洶洶，成大醫院配合政府調查臺
灣製氧機量能，協助完成將防疫物資送至印度的人道救援任務。

2021-06-04

疫情造成都市高溫問題惡化　成大教授林子平指今夏用電可能破記錄

疫情嚴峻時，愈來愈多人居家辦公或宅在家，排出大量的空調廢

熱，使都市氣溫持續上升，這種氣溫升高和用電量增加的惡性循

環，在疫情期間恐怕愈來愈嚴重。

2021-06-05

成大110級線上畢典千人上線　畢業生逆風上線迎接未知挑戰

成大６月５日上午舉辦110級線上畢業典禮，儀式全程同步在學
校官方Facebook與YouTube直播。

2021-06-15

COVID-19疫情紓困補貼　成大學生可申請

行政院6月3日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第3次追加預算案，大專校院學生可申請紓困補助。

2021-06-22

成大領先發出全國大專院校第一張數位學位證書

成大於6月21日率先發出全國大專校院第一張通過教育部驗證的
數位學位證書。

2021-06-24

衛福部委託成大拍攝疫苗教育訓練影片　眾人「成」大事！

衛生福利部委託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護理系及推廣教育中心

拍攝製作COVID-19疫苗教育訓練影片。

2021-06-30

成大醫院進駐安南果菜市場篩檢近4000人 

臺南市安南區發生家庭群聚感染事件，南市府6/28至6/30在安西
自辦重劃區免費公有停車場及安南果菜市場設立篩檢站實施PCR
擴大篩檢。

2020-05-18

成大即日起全面線上授課、線上評量

本校再次確認本學期課程至學期結束，全面線上授課、線上評

量，線上教學為正式課程。

成大實施校園門禁　5/19起禁止校外人、車入校

因應染疫個案持續擴增，疫情升級，自5月19日起本校實施校園
門禁，禁止校外人、車入校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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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接受捐款表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onation Acceptance Form 

※※※※  若捐贈有價證券或實物者，請改填寫國立成功大學接受實物捐贈表  ※※※※ 
If your donations are securities or tangible objects, please fill in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Kind Donation Acceptance Form 

A09540000Q 814001                                                                1                                                                            109111010 

基本資料      Basic information 
姓名/單位、機構 
Name/Unit or 
Organization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ID number / Uniform invoice     
number 

 

身分 
Identity 

□校友 Alumnus ，       系 department       級 class                       □其他   Others ______________ 
□企業團體 Corporation ( □校友 Alumnus ( 企業員工 Corporation employee ) ； □非校友 Nonalumnus ) 
□教職員工 Staff          □學生家長 Parent of student  □社會人士   Entity not affiliated with the university  

電話/手機 
Phone/ Cellphone 

傳真 
Fax  

通訊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電子信箱 
E-mail  

捐款資料      Donation information 
捐款金額 
Donation  Amount 

新臺幣   NT$  ______________ 元整 
外  幣   Foreign Currency  ______________ ( 幣別   type of currency ) ______________ 元整 

捐款用途 
Purpose of  
donation 

□不指 定   Unspecified                                             □成大 90 影響力基金   NCKU 90 Impact Fund  
□推動校務發展   Promoting s chool  development        □成大永續基金   NCKU Sustainable Fund 

□ 安心就學濟助方案   Student Gift Aid       □ 學生赴外學習活動運用 Funding s tudent learning activities aboard 

□ 其他指定用途   Other specified purpos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方式      Donation method 

□ 現金   Cash   □ 支票(支票號碼)   Check (Check number)   ※支票抬頭：「國立成功大學」並禁止背書轉讓 
  ※Account nam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please specify “Non-negotiable”. 

□匯款   Wire Transfer   (請附證明文件)   （Please provide documents as proof） 
   □ ATM 轉帳   ATM transfer    □ webATM 轉帳   Transfer using webATM    □銀行 匯款   Wire transfer at the bank 
※銀行：「 玉山銀行金華分行 」(代碼：808)，戶名：「國立成功大學410專戶」，帳號：「1067-951-000001」 
※Bank: E. Sun Commercial Bank, Jinhua Branch (bank code: 808); Beneficiary’s account nam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410. 
Account number: 1067-951-000001 
□ ACH 轉帳定期捐款   *如欲使用ACH轉帳定期捐款，請與我們聯繫，將為您提供個別服務。或至本校捐贈網站 下載授權書 
ACH transfer for recurring donation. * If you would like to use this service, please contact us and we will provide personalize下載授權書

d services. Alternatively, you may download an authorization letter on the NCKU donation website. 
□信用卡傳真捐款     Credit card/Fax donation 

 
開立收據  Receipt □ 要  Required      □ 不要  Not required 

芳名錄  
  Donor Disclosure Agreement 

□同意將姓名、捐款金額刊登於本校相關網站或刊物上。  
  I agree to have my name and donation listed on relevant NCKU websites or in publications. 
□同意以                  之姓名，將捐款金額刊登於本校相關網站或刊物上。 
I agree to the name of ____ and the donation being listed on relevant NCKU websites or in publications. 
□不同意 I do not agree to either of the above. 

捐贈者簽名或檢附來文
Donor signature (or attach 

茲同意以上捐贈。   I agree to the aforementioned donation. 
年       月       日 

持卡人姓名  Card holder’s name  有效期限 Expiry date 西元 20     年    月 
         YY         MM 

信用卡號    Credit card Number □□□□-□□□□-□□□□-□□□□    背面末三碼 (CVV)       

信用卡別    Credit card type □ VISA  □ JCB □ Master Card 持卡人親簽 (需與信用卡上簽名一致) 

Signature(must match the signature on credit card) 

    發卡銀行      Issuing bank                     銀行 bank 

 
填妥後，請寄至 701台南市大學路1號雲平大樓東棟4F『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收或傳真至06-2002690即可。若有任何疑問

，請來電06-2757575轉54507，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謝謝您!  After you fill out the form, please mail it to Office of Financ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4F., Yun-Ping Building (East), No. 1, University Rd., Tainan City, 701 or fax it to 06-2002690.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please contact 06-2757575 ext. 54507. We will be glad to help you. Thank you. 
網址 Website：http://donate.ncku.edu.tw/ 電子信箱E-mail: nckudonation@email.ncku.edu.tw 

 

國立成功大學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蒐 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以本

聲明及同意書向您行書面告知並徵求您同意。  
當您於頁末簽名處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一、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一)本校係依據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

資料。 
(二)請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三)本校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各種聯絡方式及金

融機構帳戶等相關資料。 
(四)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校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五) 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您將可能損失相關權益。 

(六) 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但本校各單位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需者，本校得拒絕您上述之請求。且因您行使上述權利

，而導致權益受損時， 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二、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一)本校為執行捐款及募款業務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二)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本校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我們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

，您可以拒絕向本校提供個人資料，但您可能因此喪失您的權益。 
(三)本校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為即日起永久保存，利用地區為臺灣地區，利用對象為本校各

相關單位捐款業務承辦人員(含財務處、主計室、校友中心及系所)及玉山銀行內本校捐款

業務相關承辦人員。 

三、基本資料之保密 
本校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

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

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同意書之效力 

(一) 當您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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