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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防疫 停課不停學、跟著這樣做不怕無聊

疫苗快訊

最新新聞、施打疫苗優先順序、疫苗Q&A⼀次看！

新聞專題

本⼟疫情升溫 新冠肺炎最新、最完整⾜跡地圖、資訊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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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縣市60兒少線上互動 分享經驗
【記者何弘斌／⾼雄報導】
2021年7⽉9⽇ 週五 下午9:31 · 2 分鐘 (閱讀時間)

⾼市府社會局積極推動兒童權利公約兒少表意和發聲權益，為提升兒少代表蒐集公共問
題資訊能⼒和政策建議說服⼒，以及正向參與政府事務經驗，昨(九)⽇於線上舉辦⾼雄市
⼆○⼆⼀「縣市兒少代表交流會」互動活動，雖然疫情無法讓各地兒少代表們現場共聚，
但不影響彼此線上交流，共有台北、新北、苗栗、新⽵、台中、彰化、南投、嘉義縣、
嘉義市、⾼雄、屏東、宜蘭、台東、花蓮、澎湖、連江縣等⼗六個縣市共六⼗位兒少代
表共襄盛舉。
⾼雄市第六屆新任兒少代表林思愷說，希望透過第⼀次參與「縣市兒少代表交流會」，
了解到其他縣市少代如何討論與處理所關注的議題，並期待透過交流，也把他們的經驗
帶給⾼雄少代分享，並藉此找到⼀個屬於每個兒少代表新的定位。
社會局謝琍琍局長表⽰，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家不能跨縣市移動交流，但因科技⽅便
⼤家仍可在網路上相聚交流，且在疫情期間⾝為兒少代表的各位都有著不同的體驗及觀
察，希望藉由該活動互相分享彼此的經驗；今年更特別邀請台灣青年⺠主協會-張育萌理
事長來與兒少代表們分享協會與政府跨部⾨互動經驗，以及校園和兒少⽣活中不同層⾯

熱⾨新聞

的議題，期待與⼤家⼀起拓展議題的視野，⽽⾝為地主⾼雄兒少代表們也很期待在分組

1.

交流中與⼤家共享參與經驗。

2.

社會局說明，青少年的權益與聲⾳是公⺠社會發展重要的⼀環，邀請⼤眾重視青少年的
表意權及社會參與權，提升各縣市青少年參與政府公共事務的意願和動⼒；為持續⿎勵
青少年將想法付諸⾏動，社會局提供青少年多元公⺠參與平台，持續辦理「⾼雄市少年
代表遴選及培⼒計畫」、「創意圓夢‧公益⾏動計畫」及「南社嘉-青少年社團培⼒活動」
等⽅案，歡迎⾼市青少年朋友持續關注並踴躍參與。

唐綺陽運勢／1星座「升官機運⾼」
7、8⽉火星發威！4星座衰到財神跑
走「破財難躲過」

3.

是你嗎？3星座很難追求也很難分⼿

4.

3星座女最懂男⼈⼼！愛上就逃不了

5.

泡在⽔中爽爽賞景，全世界最漂亮的
天然泳池～～

成為第⼀個留⾔的⼈
登入後即可張貼留⾔。

編輯精選

相關內容
華視 · 20 ⼩時前

賺不夠賠! ⽔電⼯吃早餐"被開單罰3千"
⾼雄市1名⽔電⼯上⼯前在⼀處騎樓吃早餐，卻因此遭到巡邏員警開單，以「未依規定配戴⼝罩」
舉發⽽⾯臨3000元罰緩，事後⼯⼈向議員陳情，當下是依照市長指⽰，在通風處並跟旁⼈保持…
公尺也沒有交談，沒想到還是...

最新！台積電早盤彈升12元 台股漲285點
衝破17900點

廣告 • 三得利健康網路商店

三得利「TADAS比菲禦⼒菌」全新上市，排便順暢+調整體質

Yahoo奇摩（即時新聞）

還在花時間蹲廁所，⼀天⼀包「TADAS比菲禦⼒菌」，提升代謝，幫助消化，排便順暢超有感，
更添加乳鐵蛋⽩，能調整體質，提升⾝體保護⼒，輕鬆擁有健康順暢好體質！

中央社 · 5 天前

【公告】華園處分⾼雄市前⾦區不動產
⽇ 期：2021年07⽉07⽇公司名稱：華園(2702)主 旨：華園處分⾼雄市前⾦區不動產發⾔⼈：涂慶昇說 明：1.標的物之名稱及性質（如坐落台
中市北區ＸＸ段ＸＸ⼩段⼟地）:⾼雄市前⾦區後⾦段454、454-1、454-2地號及15建號2.事實發⽣⽇:110/7/7~110/7/73.交易單位數量（如Ｘ…
平⽅公尺，折合ＸＸ坪）、每單位價格及交易總⾦額:1.建物⾯積約5,149.7903坪，⼟地⾯積約1,521.8775坪2.交易總⾦額：新台幣27億元4.交易
相對⼈及其與公司之關係（交易相對⼈如屬⾃然⼈，且非公司之關係⼈者，得免揭露其姓名）:永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5.交易相對⼈為關係⼈
者，並應公告選定關係⼈為交易對象之原因及前次移轉之所有⼈、前次移轉之所有⼈與公司及交易相對⼈間相互之關係、前次移轉⽇期及移

三得利「TADAS比菲禦⼒菌」全新上市，
排便順暢+調整體質
廣告 • 三得利健康網路商店

轉⾦額:不適⽤6.交易標的最近五年內所有權⼈曾為公司之關係⼈者，尚應公告關係⼈之取得及處分⽇期、價格及交易當時與公司之關係:不適
今⽇新聞NOWnews · 2 天前
⽤7.預計處分利益（或損失）（取得資產者不適⽤）（遞延者應列表說明認列情形）:約新台幣19億8.交付或付款條件（含付款期間及⾦
額）、契約限制條款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陳其邁：處罰群聚，不是脫⼝罩吃飯

⾼雄市今（10）⽇無新增新冠肺炎本⼟確診病例，市長陳其邁在防疫會議後記者會表⽰，⾼雄市
已9天沒有病例，若連續14天都是零，那麼⾼市社區相對安全，但雙北今還是有病例，希望加快…
清零，讓全台風險降低。對於，...

⾼雄市長者陸續施打疫苗 (圖)

拍到了！波麗⼠執勤⼝罩戴下巴 網：要不
要罰3000？

⾼雄市9⽇起針對70歲以上長者施打疫苗，包含⾼市籍或不在籍本國⼈，以及外籍持居留證者；

Yahoo奇摩（綜合報導）

中央社 · 20 ⼩時前

12⽇起再開放67歲⾄69歲長者施打疫苗。（⾼雄市政府提供）中央社記者蔡孟妤傳真 110年7⽉1…
⽇

廣告 • Volkswagen

The Golf 8 內裝科技 ⾰命升級
⾰命性的智能科技數位化座艙，搭載全新⾼科技的多元操作模式，讓⾏⾞操控更加敏捷便利，隨
⼼所欲營造專屬個⼈特⾊的⾞室空間，獨特的精緻魅⼒，讓你的感官即刻升級！

疫苗預約系統第⼀波今17時截⽌ 誰可預
約、廠牌如何選⼀次懂
中央社 · 5 天前

CTWANT

⾼雄市幼教機構課照教職員施打疫苗（3） (圖)
⾼雄市政府利⽤現有疫苗餘額，7⽇開放幼兒園、課照中⼼教職員施打疫苗，以提升保護⼒，間
接保護幼兒及學⽣健康。中央社記者董俊志攝 110年7⽉7⽇

Yahoo奇摩新聞（記者 裴璐） · 4 天前

伊能靜跟兒⼦⼤吵 ⼩哈利：別⽤妳40年經驗告訴會變怎樣
藝⼈伊能靜和前夫庾澄慶（哈林）育有⼀⼦⼩哈利（庾恩利），他跟兒⼦雖然沒有很常⾒⾯，不
過她曾提過，兒⼦無論是什麼樣⼦，⾝為⺟親的她都⽀持。近⽇她在陸綜上透露，跟兒⼦⼤吵…
過，「我被他打到了。」

「警專姐」帳號遭停權 趙少康轟⺠進黨摧
毀⺠主
中時新聞網

青年⽇報 · 3 天前

【54⼯兵群⽀援清淤】傳承訓練經驗 開創多贏局⾯
記者孫建屏／專訪 「執⾏⽔庫的清淤⼯程，任務強度和現地諸般變化，都遠較於駐地內訓場還來得⼤，特別是對於訓練⼯作、機具操作的經
驗傳承，有很⼤的助益。」陸軍54⼯

廣告 • 聖寶思樂

洗腎多年，肌膚癢到快抓狂？腎臟科醫師親研推薦「聖寶思樂」
專為尿毒症、糖尿病病友所設計的醫療⽤乳液》疾病交給醫⽣，肌膚搔癢交給聖寶思樂：獨家滋
潤配⽅，提升肌膚保濕度，修護+防禦雙管⿑下，再也不⽤塗類固醇⽌癢～

⾼規格防疫安⼼醫美！【曹蘭推薦】去眼
袋明眸術
廣告 • 君綺醫美

聯合新聞網 · 22 ⼩時前

留學⽣求疫苗 家長：外國⼈都開打 ⾃⼰⼦弟反⽽沒有
台灣疫情失守⼜遇疫苗荒，學⽣要出國念書缺乏疫苗保護⼒，家長擔⼼若出國才接種，保護⼒慢⼀步，也憂⼼在國外出現不良反應無⼈照...

為挺韓返台定居 ⽥⽂仲挺過癌症再戰疫情
鏡週刊Mirror Media

你可能還想看
三立新聞網 setn.com · 2 ⼩時前

斷開江宏傑不藏了

福原愛告⽩對象曝

娛樂中⼼／綜合報導 台⽇桌球CP福原愛和江宏傑8⽇正式離婚，相較江宏傑每個社交平台都顧
到，甚⾄立刻拿掉「⼩愛老公」的⾃我介紹，福原愛反⽽拋下臉書、IG、推特，唯獨選擇在微…
⽤

苗栗⺠宅暗夜惡火！房東為救3房客嗆暈
送醫不治

50

Yahoo奇摩（綜合報導）

廣告 • 三得利健康網路商店

三得利「TADAS比菲禦⼒菌」全新上市，排便順暢+調整體質
還在花時間蹲廁所，⼀天⼀包「TADAS比菲禦⼒菌」，提升代謝，幫助消化，排便順暢超有感，
更添加乳鐵蛋⽩，能調整體質，提升⾝體保護⼒，輕鬆擁有健康順暢好體質！

三立新聞網 setn.com · 43 分鐘前

BNT簽約成功！他笑：中國打敗仗了
政治中⼼／藍詩孟報導 台積電及鴻海集團訂購500萬劑德國BNT疫苗正式簽署購買合約，疫苗抵
台後將捐贈給衛福部做接種使⽤，消息⼀出，政治評論家溫朗東就在臉書發⽂，寫道「中國打敗

連3天搭捷運趴趴走！北市確診者⾜跡曝
光
聯合新聞網

185

EBC東森新聞 · 2 天前

⼀夜11次！童仲彥約交O最美性博⼠：很迷⼈卻不⾜
前台北市議員「台灣阿童」童仲彥，致⼒於推動性產業合法化，還創立了情趣⽤品公司，近來他
更下海出演謎片，宣布推出⾸部作品，且⽇前他曾⾃豪表⽰，年輕時曾經⼀夜11次，讓網友相當…
震驚，沒
327

EBC東森新聞 · 1 天前

The Golf 8 內裝科技 ⾰命升級

⼀年沒開機！妻內褲驗出蟲「⼿機藏69」 綠帽夫崩潰了

廣告 • Volkswagen

台北⼀名蔡姓男⼦偶然在另⼀伴的⼿機裡發現調情訊息，驚覺老婆外遇，因此將其內褲送往醫事
檢驗所，沒想到竟驗出男性精蟲反應，然⽽⾃⼰已經⼀年沒有與老婆進⾏親密接觸，這也讓他…
⽽提告。
78
廣告 • Volkswagen

全新 The Golf 8 94.8 萬起
The Golf 8 ⾰命進化再升級，⼀次擁有全新動⼒系統，智能科技數位化座艙，嶄新跑格設計強勢
登場，魅⼒與經典的完美展現，能⼒之上，再添魅⼒！

謝⾦河：中國⼤陸⾯臨「90年代的台灣
病」
⺠視

中時新聞網 · 11 ⼩時前

BNT、莫德納這種副作⽤較⾎栓多 醫曝好發族群
⽇前AZ疫苗開打後，頻頻傳出長者猝死及⾎栓等不良副作⽤，引發緩打潮，甚⾄不少⼈都指定想
打莫德納，但台⼤醫師、YouTuber蒼藍鴿表⽰，數據顯⽰，mRNA疫苗，也就是BNT及莫德納…
苗，副作⽤⼼肌炎發⽣率較⾎栓⾼，且較好發於年輕男性⾝上。
46

今⽇新聞NOWnews · 1 ⼩時前

【唐綺陽星座運勢週報7/12-7/18】重要星象：⽔星進巨蟹，⾦星獅⼦，⽇冥對分⾼峰期⽔星進巨

海地總統遇刺⾝亡「凶嫌原本沒打算殺
⼈」

蟹，探討內在及原⽣家庭問題，想要訴說⼼聲或表達情緒，適合整理⼼靈內在或家族間的關係…

中央社

唐綺陽運勢／1星座「升官機運⾼」

以及佈置居家環境。⾦星...

信傳媒 · 1 ⼩時前

幕後》郭台銘臉書宣布買到BNT疫苗 府⽅⼀度對「三個字」有意⾒
就在郭台銘臉書發⽂宣布簽約完成的前幾個⼩時，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1

100

郭台銘證實完成BNT簽約 推算最快10⽉抵
台

廣告 • 台灣三星電⼦

核星機群該歸隊了！今年暑假就待在家鍛鍊⼀夏

鏡週刊Mirror Media

買指定Galaxy機型登錄送夏季好禮，指定通路加碼最⾼送$2,000電⼦禮券

EBC東森新聞 · 14 ⼩時前

彰化確診男病毒量超⾼！有Delta「兩痛⼀⽔」症狀 ⾜跡跨3縣市
彰化縣今（11）⽇新增⼀名20多歲男⼦確診，7/8發病⾄今感染源不明，彰化縣衛⽣局指出，該確
診者有流⿐涕和呼吸道症狀，10⽇主動採檢確診，Ct值14，病毒量超⾼，⾜跡⾄少橫跨中彰
23

洗腎多年，肌膚癢到快抓狂？腎臟科醫師
親研推薦「聖寶思樂」
廣告 • 聖寶思樂

中時新聞網 · 5 ⼩時前

雲林麥寮鄉⼈數近10萬 盼夜市先別開
微解封後雲林縣將開放夜市申請營業，麥寮鄉鎮南宮夜市已向縣府申請，但因鄉內設有台塑六輕
⼯業區，其員⼯與外包商等外來⼈⼝達2萬餘⼈，染疫風險相對增加，不少鄉⺠傾向不希望開放…
夜市，11⽇麥寮鄉長蔡長昆表⽰，近⽇將與夜市⾃治會研議做最後確定。

今⽇新聞NOWnews · 2 ⼩時前

繞路、吃⾁丸、禁紫⾊ 義⼤利教頭很迷信

冠軍義⼤利締造15連勝、34場不敗
⾜球不回家要去羅⾺！歐洲國家盃決賽義⼤利作客溫布利球場，最終靠著PK⼤賽以1:1(3:2)擊敗英

中時新聞網

格蘭，睽違53年再次拿下冠軍，義⼤利再度刷新隊史連勝紀錄來到15連勝，也延續34場不敗紀…
錄。義⼤利在本屆...
6
廣告 • 有品商城

德國⼜把世界驚到了「家⽤真空封⼝機」3秒真空保鮮，0黴變0發潮，8百
萬家庭都⽤它，享受新鮮健康⽣活！
風靡全球「迷你真空包裝/封⼝機」升級版⼤吸⼒，⼀鍵真空鎖住⽔分，防潮除臭保鮮，延長食物
保鮮時長，適⽤範圍廣泛，拯救冰箱幹凈不串味，食物保鮮管家！

今⽇（7/12）重點新聞報你知
Yahoo奇摩（即時新聞）

EBC東森新聞 · 17 ⼩時前

扯！2女同事廁所閒聊 竟各救老公⼀命
通常與同事在廁所偶遇，都會說些什麼？無不是主管的壞話或是⼯作上的抱怨，也有可能是⽣活
上的瑣事。在美國就有2名婦⼈在⼀間兒童保健中⼼共事10年，⼀直都是點頭之交，沒想到在…
2019年
5

CTWANT · 12 ⼩時前

鴻海集團創辦⼈郭台銘的創辦的永齡基⾦會及台積電購買疫苗有最新進展，傳出已與⼤陸上海復

曾發求救訊息「走不出來」失聯退休教授
墜⾕亡

星醫藥集團簽訂協議，確認購買上海復星代理的BNT新冠疫苗。復星醫藥

中時新聞網

好消息！上海復星正式簽約

永齡、台積電最快到⼿⽇期曝光

140

華⼈健康網 · 18 ⼩時前

莫德納疫苗已到貨330萬劑、已接種136萬劑，剩下給誰先打？
【華⼈健康網記者黃曼瑩／台北報導】國內莫德納疫苗已經到貨330萬劑，截⾄7⽉9⽇已經接種
136萬劑，剩下的疫苗是會持續提供第⼀劑接種？還是保留給第⼆劑接種？之後還是有新的疫苗…
貨嗎？中央疫情指揮中⼼指揮官陳時中今11⽇表⽰，針對莫德納疫苗⼤致上的接種⽅針，會對特
殊族群急著完成兩劑的⼈
77

核星機群該歸隊了！今年暑假就待在家鍛
鍊⼀夏

廣告 • 決戰仙凡

「決戰仙凡」救世之戰上演，⼈間絕不為奴，幫戰⼈間▶

廣告 • 台灣三星電⼦

爽度爆表今⽇決戰，3D網遊《 決戰仙凡》公測啟動。激燃你的PK雄⼼，戰⼀切不服

⺠視影⾳ · 19 ⼩時前

影／英籍網紅負評台灣

舉12項缺點反被讚爆

影⾳中⼼／吳永淳報導台灣多元⽂化讓不少外國⼈相當讚揚，但也有⼈持不同意⾒，時常分享台
灣美好⽣活的英國籍網紅「英國叔叔」，⼀反常態拍影片告誡想來台灣定居的外國⼈，並羅列1…
項必須考慮的狀況，但負評卻沒有讓他遭來罵名，反⽽讓台灣⼈讚爆，說出有建設性的真⼼話。

溫布頓3連霸！喬帥奪⾦再現「吃草儀
式」
CTWANT

18

三立新聞網 setn.com · 1 天前

雞排妹床照流出

惹火⾝材0死⾓看光

娛樂中⼼／綜合報導 女星鄭家純（雞排妹）擁有天使臉蛋、魔⿁⾝材，個性直率的她話題尺度超
⼤，毫不避諱兩性議題，近來她表⽰遭2位Podcast主持⼈冒犯，最終以對⽅道歉、關閉所有
93

中時新聞網 · 12 ⼩時前

⺠進黨2022布局曝光？傳這2⼤咖或選雙北市長

董座下台為諾富特扛責？桃園2副市長被
點名掌華航

國內本⼟疫情持續延燒，疫苗仍不⾜全體國⼈接種，讓⺠眾對⺠進黨政府近期施政頗有怨⾔。不

聯合新聞網

過，媒體《風傳媒》報導指出，緊接⽽來的明年2022地⽅選舉，⺠進黨各派系正在積極備戰，…
前傳出基隆市長⼈選，可能由現任基隆市立委蔡適應出戰，台北市長⼈選則可能由現任基隆市長
林右昌出戰，前台中市長林佳龍則可能挑戰新北市長，但⽬前黨內派系仍有疑慮。
276
廣告 • 聖寶思樂

洗腎多年，肌膚癢到快抓狂？腎臟科醫師親研推薦「聖寶思樂」
專為尿毒症、糖尿病病友所設計的醫療⽤乳液》疾病交給醫⽣，肌膚搔癢交給聖寶思樂：獨家滋
潤配⽅，提升肌膚保濕度，修護+防禦雙管⿑下，再也不⽤塗類固醇⽌癢～

本周全台⼤蒸籠！周三起降雨區域擴⼤
CTWANT

TVBS新聞網 · 2 天前

印度神童再預⾔！7⽉「4件事恐逃不掉」：爆發3波疫情
過去神準預⾔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印度神童」阿南德（Abhigya Anand），今年6⽉的預⾔
四度成真，引起外界議論。現在已經進入7⽉，阿南德也預測會發⽣4件⼤事，直⾔不安動盪雖…
趨緩，但仍要當⼼應對。
40

中時新聞網 · 9 ⼩時前

上海復星售台積電BNT疫苗後 朱學恒吐⼀句⼼聲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11⽇晚間發布公告，宣布與台積電、鴻海永齡基⾦會完成1千萬劑BNT疫苗簽
約。疫情指揮中⼼發⾔⼈莊⼈祥晚間表⽰，如果是真的看起來是好事，但⽬前仍不便透露購買…
度。對此，宅神朱學恒表⽰，「終於買到了BNT疫苗，各⼤綠營側翼卻屁也不敢吭，爽」。

仙妖決戰凡間！強者才能稱霸立即遊玩
【決戰仙凡】
廣告 • 決戰仙凡

143

聯合新聞網 · 3 ⼩時前

【重磅快評】唐鳳溫婉⼜悄悄地沒收⼈⺠選擇疫苗的權利
公費疫苗登記預約平台開放第九、⼗類⺠眾登記施打意願，並以此作為撥補疫苗數量依據，⾏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今天表⽰，這波預約7⽉...

80

打完疫苗變「萬磁王」？重症醫：別管磁
⼒了 保護⼒才重要

廣告 • 君綺醫美

性感居家照被讚爆！

君綺魔滴隆乳

打造極品⼤胸

中廣新聞網

【君綺醫美】給你⾼規格防疫安⼼醫美，特斯拉防疫專⾞接送！⾼技術隱痕「魔滴隆乳」，完美
胸型、柔嫩觸感通通有，在家也超性感！⾺上預約！

今⽇新聞NOWnews · 2 天前

朝天椒等級！無名女神駕馭吊帶泳裝
張香香曾在無名⼩站、PTT表特版上轟動⼀時，多年來累積不少死忠粉絲追捧。昨（9）⽇張香香
曝光⼀張暗⿊版的吊帶比基尼寫真，不僅表情到位，專業⼜誘⼈的姿勢令⼈難以招架。張香香…
下⼀頭長捲髮，迷濛的雙眼、嘟...
2

遭減薪勞⼯注意！⽣活補貼1萬元今開放
申請
聯合新聞網

全國⾸例！⾦⾨逾18歲赴台學⽣ 周六開打
AZ
中時新聞網

在家就想穿舒服！貼合透氣【森呼吸女內
褲】$480買1送1
廣告 • Footer

PK⼤戰逆轉 義⼤利破英格蘭主場優勢 奪
歐國盃冠軍
今⽇新聞NOWnews

蘇揆「颱風假」說法惹議 網傻眼：知道⾃
⼰在講什麼嗎
中時新聞網

別吵了！北市、桃園爭執Garmin確診案
陳時中解釋
TVBS新聞網

達摩本草77免運節
元，降買

滿2000再送100

廣告 • 達摩本草

「Ct值只有14」中部20多歲確診男 下班
後⾜跡活躍
TVBS新聞網

英航⺟將與⽇⾸度聯合演訓 遭解讀劍指中
國⼤陸
中央社

照片驚⼈！巨浪衝擊英港⼝ 攝影師拍到
「海神波賽頓」
CTWANT

睡前⼀杯瘦⾝教⽗茶！ +LINE立即體驗→
代謝爆發，狂鏟肥⾁！
廣告 • 瘦⾝教⽗茶

錢多到無處花！被疫情困國內 ⽇富豪狂買
名⾞
聯合新聞網

「提⾼1劑涵蓋率」中央：第2劑莫德納優
先保留給3對象
Yahoo奇摩（即時新聞）

棄養⽗⺟？⾦曲歌后點名開嗆女星：⼀定
告死她
EBC東森新聞

寵物天然保健品
折，滿額送mo幣

⽑孩時代全館88

廣告 • ⽑孩時代

喝免費飲料還嗆店家「我們不是乞丐」網
友罵翻了
CTWANT

郭台銘霸氣出⼿？傳冷鏈倉儲費⽤全包 就
等BNT出貨
TVBS新聞網

若僅BNT可針對青少年施打 陳時中：⼀定
保留給學⽣
Heho健康網

論⽂指導家教，各科全⽅位輔導，分擔您
在職課業壓⼒!
廣告 • 全國考訊 碩博課業助教網

「誰摔死李新」最終結果出爐！羅淑蕾、
黃昭順被打槍
CTWANT

想真的解封？台⼤教授：要等打完2劑的
⼈超過5成
TVBS新聞網

po照揭市場買菜「3500元沒了」網友哀
號引發激辯
⺠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