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15 成大導入智慧醫療 30分鐘內完成新冠肺炎檢疫 | 大學研究所 | 文教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4346559 1/4

成大導入智慧醫療 30分鐘內完成新冠肺炎檢疫

2020-02-15 13:08  聯合報  / 記者邵心杰／台南即時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成功大學結合醫學中心、大學資源，將多

項智慧醫療整合為「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高風險病

人臨床檢疫效率從原需150分鐘縮短到不到30分鐘，一舉提高5

倍到6倍，同時有效降低醫護人員及病人交叉感染的風險及所

需人力。成大校長蘇慧貞說，成大、醫學中心一起投入，我們

 成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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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邵心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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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用這30分鐘可以好好守護，不僅是南台灣，也是整個世界

在這個疫病裡面新的可能性。

當各界搶購抗疫物資的同時，成大在校長蘇慧貞的帶領下，結

合大學醫院及頂尖大學資源，啟動「科學」與「專業」來參與

抗疫，導入智慧醫療，提升新冠肺炎臨床檢疫效率；科技部次

長謝達斌、成大校長蘇慧貞、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成大醫

院院長沈孟儒，以及第一線參與醫護人員今天上午與分享其成

果及經驗。

名為「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導」包括前端的病歷自動化，胸部

X光片人工智慧判讀肺炎，還有疾管署提供的每日最新疫情發

展，即時更新臨床決策資訊，將這三項智慧醫療整合而成，讓

檢疫篩選流程一氣呵成。

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說，面對未知疾病，一定要布局提前且隔

絕在外；成醫未來1個月約需篩1000人次，將全部流程標準

化、簡易化，讓病患安心，醫護人員也在一個很有自信的情況

下執行任務。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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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護理系主任柯乃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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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定期回收手環，再交管理人員統一上傳數據資

料至雲端平台做後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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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結合醫學中心、大學資源，將多項智慧醫療整合為「智慧醫療臨

床決策輔助系統」，高風險病人臨床檢疫效率一舉提高5倍到6倍。記者

邵心杰／攝影

「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導」包括前端的病歷自動化，胸部X光片人工智慧

判讀肺炎，還有疾管署提供的每日最新疫情發展，即時更新臨床決策資

訊。記者邵心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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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結合成大醫學中心將多項智慧醫療整合為「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將

高風險病人臨床檢疫效率一舉提高5至6倍。（洪榮志攝）

成大導入智慧醫療提升新冠肺炎臨床檢疫效率
中時 洪榮志11:53 2020/02/15

新冠肺炎疫情嚴竣，成功大學結合成大醫學中心資源，將多項智慧醫療整合為「智慧醫

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一舉提高高風險病人臨床檢疫效率5倍至6倍，原需要2個半小時

檢疫縮短為不到30分鐘，有效降低醫護人員及病人交叉感染的風險及所需人力。

成大指出，這套全台首創的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包括前端的病歷自動化，胸部X

光片人工智慧輔助判讀肺炎，最後再依疾管署提供的每日最新疫情發展，隨時更新臨床

決策，可大幅提升成大醫院在檢疫、防疫的應變與決策。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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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每個禮拜定期回收手

環，再交由管理人員統一上傳數據資料至雲端平台做後續追蹤。

成大指出，成大醫院對疫情高度警戒，成醫院長沈孟儒過年前即啟動成醫「武漢肺炎臨

床檢疫站」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在急診室外設8個高規格野戰帳篷檢疫站，做為最前線的

防疫場所，同時興建組合屋式檢疫站，提升防疫戰備規格，為未來可能有社區感染疫情

做長期抗戰的準備。

第二部曲，將科技部「成大AI人工智慧創新研究中心」暨「拔尖整合計畫」的研究成

果，結合成大醫院智慧醫療的能量，做到醫療病歷自動化。相較於傳統紙筆填寫或口頭

詢問病史，近距離接觸恐增加醫護人員與病患接觸感染風險，醫療病歷自動化系統讓病

患使用平板自主填寫旅遊史、職業史、接觸史、群聚史等病歷資料，上傳到電子病歷系

統，醫護人員就能立即收到相關資料做臨床決策，提升在檢疫站時效。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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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曲則是導入肺炎AI輔助偵測。「胸部X光人工智慧判讀肺炎系統模型」為成醫AI團

隊與醫院資訊團隊開發，導入成大醫院的肺炎影像資料，目前用於輔助152例疑似武漢肺

炎篩檢，敏感度與準確性可達80％及90％。

成大醫院檢疫三部曲，最後再結合疾管署提供的每日最新疫情發展，例如防疫管制區的

擴大等資訊，整合成的「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建構於檢疫站的電腦系統，讓

因應疫情變化的臨床決策不再成為醫護人員壓力。病患從進入檢疫站到決定是否需要通

報住院隔離或居家檢疫觀察，也得以從2個半小時縮減至不到30分鐘。

(中時 )

#檢疫 #成大 #智慧 #肺炎 #臨床 #新冠肺炎 #武漢肺炎 # 成大 # 成醫 # 智慧醫療臨床決

策輔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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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武漢肺炎交叉感染 成大啟用智慧醫療系統
最新更新：2020/02/15 15:11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成功大學15日啟用「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高風險病人從進入檢疫站到醫
師做出臨床決策，效率將可提高5倍至6倍，大幅降低醫護人員和病人交叉感染的風險。（成功大學提
供）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傳真　109年2月15日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5日電）武漢肺炎疫情延燒，成功大學今天公開啟用「智

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高風險病人從進入檢疫站到臨床決策，效率提高逾5

倍，時間縮短至半小時內，大幅降低交叉感染的風險。

成大校方今天在光復校區公開新開發的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這套系統的功能

包括前端的病歷自動化、胸部X光片人工智慧輔助判讀肺炎、及疾病管制署每天最新

疫情發展，隨時更新臨床決策。

啟用這套系統後，高風險病人從進入檢疫站到醫師做出臨床決策，效率將提高5倍至

6倍，時間從2小時30分鐘縮短至半小時內，大幅降低醫護人員和病人交叉感染的風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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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也可有效節省人力，檢疫及防疫的應變更加快速。

另外，成大也對在校宿舍執行居家檢疫學生採用智慧化監測，跨領域團隊開發出的

「溫心智慧手環」，可連續監測體溫和心跳，作為預測症狀的指標；當配戴者體溫上

升時，可藉由手機APP主動確認異常及提醒就醫，管理人員也會統一上傳數據資料做

後續追蹤。

隸屬成大的成大醫院，已持續提高防疫層級，凡進入成醫診療區前需隨身攜帶健保卡

或身分證，確認個人旅遊史，成醫門診大樓汽機車停車場不對外開放，門診大樓和住

院大樓間天橋關閉，戶外組合屋檢疫站也於12日啟用。

世界衛生組織（WHO）2月11日將武漢肺炎定名為COVID-19（2019年冠狀病毒疾

病）。（編輯：謝雅竹）1090215



2020/2/15 降低武漢肺炎交叉感染 成大啟用智慧醫療系統 | 生活 | 三立新聞網 SETN.COM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690176 1/2

降低武漢肺炎交叉感染 成大啟用智慧醫療系統

2020/02/15 15:24:00 中央社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成功大學今天公開啟用「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高風險病

人從進入檢疫站到臨床決策，效率提高逾5倍，時間縮短至半小時內，大幅降低交叉感染

的風險。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成功大學15日啟用「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高風險病人

從進入檢疫站到醫師做出臨床決策，效率將可提高5倍至6倍，大幅降低醫護人員和病人

交叉感染的風險。（圖／中央社）

成大校方今天在光復校區公開新開發的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這套系統的功能包

括前端的病歷自動化、胸部X光片人工智慧輔助判讀肺炎、及疾病管制署每天最新疫情發

展，隨時更新臨床決策。

啟用這套系統後，高風險病人從進入檢疫站到醫師做出臨床決策，效率將提高5倍至6

倍，時間從2小時30分鐘縮短至半小時內，大幅降低醫護人員和病人交叉感染的風險，

也可有效節省人力，檢疫及防疫的應變更加快速。

另外，成大也對在校宿舍執行居家檢疫學生採用智慧化監測，跨領域團隊開發出的「溫

心智慧手環」，可連續監測體溫和心跳，作為預測症狀的指標；當配戴者體溫上升時，

可藉由手機APP主動確認異常及提醒就醫，管理人員也會統一上傳數據資料做後續追

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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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屬成大的成大醫院，已持續提高防疫層級，凡進入成醫診療區前需隨身攜帶健保卡或

身分證，確認個人旅遊史，成醫門診大樓汽機車停車場不對外開放，門診大樓和住院大

樓間天橋關閉，戶外組合屋檢疫站也於12日啟用。

世界衛生組織（WHO）2月11日將武漢肺炎定名為COVID-19（2019年冠狀病毒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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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成大研發篩檢系統、智慧手環 防疫添
利器

武漢肺炎防疫，成大導入智慧醫療，提升臨床檢疫效率。（記者洪瑞琴攝）

2020-02-15 14:24:49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嚴峻，預計4月前不

可能退燒，成功大學結合智慧醫療，繼完成急診室外高規格檢疫站後，再創

立臨床輔助系統，對於高風險臨床檢疫效率一舉提高5至6倍，原需要兩個半

小時縮短不到30分鐘，有效降低醫護人員及病患交叉感染的風險。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2/15/3069001_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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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研發抗疫「温心智慧手環」，可量測體表温度。（記者洪瑞琴攝）

今（14）日成大校長蘇慧貞率領成醫團隊發表這項高規格檢疫流程及輔助系

統，科技部次長謝達斌也到場，將提供中央防疫中心參考示範，提升醫院防

疫規格，為杜絕社區感染做長期抗戰的準備。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2/15/3069001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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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站利用平板電腦作為前端病歷自動化介面。（記者洪瑞琴攝）

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劉秉彥表示，傳統紙筆填寫或口頭詢問病史，可能近

距離接觸增加醫護人員與病患接觸感染風險，檢疫站納入醫療病歷自動化系

統，讓病患使用平板自主填寫，上傳到電子病歷系統，現場醫護人員即可收

到相關資料做臨床決策，而且檢疫站電腦系統會即時更新防疫中心處理流程

及資訊，因應疫情變化的臨床決策不再成為壓力，病患從進入檢疫站到決定

是否需要通報住院隔離或居家檢疫觀察，可以從兩個半小時縮減到不到30分

鐘，大幅提高檢疫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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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疫情未退燒，成大檢疫站估計未來每月高達1千人次進出，提前高規格
防疫佈署。（成大提供）

肺炎篩檢是武漢肺炎防疫重要環節，而檢疫站病患每天多達38人次，成醫影

像醫學部醫師蔡依珊表示，檢疫站透過「胸部X光人工智慧判讀肺炎系統模

型」，並導入成大醫院的肺炎影像資料，目前用於輔助152例疑似肺炎患者，

敏感度達80％、準確性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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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疫情未退燒，成大檢疫站估計未來每月高達1千人次進出，提前高規格
防疫佈署。（成大提供）

成大防疫研發另一個利器是「溫心智慧手環」，因為避免疫情擴散監測與預

測是重環節。 在發燒之前會有前期的體表溫上升，透過配戴手環，可以立即

掌握溫度趨勢變化，做到隨時監測及早採取適當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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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護理系主任柯乃熒說， 除了第1線防疫配戴，以目前成大港澳學生居家檢

疫為例，住宿校內40多位學生都有配戴，後續將發給校外住宿居家檢疫60多

位學生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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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新冠肺炎臨床檢疫站」　防疫三部曲

▲智慧醫療提升臨床檢疫效能，成醫「新冠肺炎臨床檢疫站」防疫三部曲完整呈現。（圖／記者林

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1月21日台灣第一例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確診後，隔天一大早，成大醫院沈孟儒院

長就召集相關單位，召開緊急應變會議，為了「阻絕境外」、「超前部署」，啟動成

大醫院「新冠肺炎（武漢肺炎）臨床檢疫站」防疫三部曲。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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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曲，是在急診室外設立8個高規格「野戰帳篷檢疫站」，避免高風險患者進院

區。同時興建「組合屋式檢疫站」，提升防疫戰備規格，因應未來萬一發生社區感染

疫情時，提前做好長期抗戰的準備。

第二部曲，是將「醫療病歷自動化」，讓病患用平板自己寫病歷（點選相關症狀、旅

遊史及接觸史等），這樣可有效縮短病人停留檢疫站的時間，也減少傳統用口頭問診

帶來的感染風險。

第三部曲，是運用「人工智慧輔助判讀肺炎」。成大醫院有龐大的肺炎影像資料庫，

運用人工智慧輔助152例疑似武漢肺炎篩檢，準確性高達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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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檢疫站防疫三部曲，即時因應疾管署每日公告的最新疫情及隨時調整的臨床

指引，運用「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協助醫護人員做臨床決策，不只減輕來

自不同臨床科醫護人員（每3小時輪班）的身心壓力。病患從進入檢疫站到醫師做好醫

療決策，也從兩個半小時縮減至不到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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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從1月22日到2月15日，連續25天幾乎每天7時30分開應變會議，10天內完成

組合屋檢疫站，不到3週依序完成防疫3部曲的建置，這是成功大學與成大醫院跨院

系、跨科部一起打造堅固防疫網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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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武漢肺炎

加強防疫 醫院設組合屋檢疫站、藥來速動線
更新時間：2020-02-14 21:50:48

【新唐人亞太台 2020 年 02 月 14 日訊】武漢肺炎疫情延燒，為了加強防疫，台南成大
醫學中心，最近花了10天時間，日夜搶建戶外組合屋檢疫站，而奇美醫學中心建置「藥
來速」專用動線，讓領藥者不必進出醫院，減少感染風險。

成大醫院急診室右前方空地，搶建戶外組合屋檢疫站，透過縮時攝影全紀錄，工人從白
天搭到晚上，10天不眠不休趕工過程。

成大醫院發言人 楊宜青：「從過去在帳篷區，可能一個個案要兩三個小時才能確認說，
他是不是需要住院或居家隔離，現在我們整個流程縮短，可以壓縮到20到30分鐘之內，
就可以趕快做決策，然後給他一個好的照顧的建議。」

成大醫院為了提供更安全優質的環境，決定興建戶外組合屋來取代帳篷檢疫站，裡頭結
合AI等先進的設備，讓篩檢決策更迅速、更正確。

另一邊，奇美醫院也因應部分民眾，只是單純到醫院領取第2、3次「慢性處方箋藥
品」，不需進入醫院門診，建置「藥來速」專用動線和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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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醫學中心藥劑部部長 蘇慧真：「進出醫院也是一個會感染的風險，為了單純領藥的
民眾，可以減少進出醫院風險的疑慮，藥來速服務的提供，來減輕或民眾安心的一個方
式。」

民眾：「對於醫院這種防疫政策真的很棒，我們可以減少頻繁進入醫院的次數。」

針對2019年武漢肺炎疫情防疫，院方實施各種加強出入管制措施，希望防疫做到滴水不
漏，把疑似病例阻絕在醫院外。

新唐人亞太電視 史進旺 台灣台南報導

2020 年 2 月 15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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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西洋情人節總是結婚登記熱門日子。

府北戶所攜手成大醫院 助癌末父圓夢
孫宜秋／南市

2020/2/15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每年的

2月14日西洋情人節總是結婚登記熱

門日子，府北戶所14日計受理9對新

人（含2對同性婚姻），當中有對感

人的新人，新娘父親為成大醫院安寧

病房病患，孝順的新娘擔心父親病情

變化，特地將婚期提前，選在情人節

這天完成終身大事。

 新娘父親希望能在戶政事務所感受歡慶氛圍，在成大醫院醫護團隊開專車陪同下

至府北戶所參與女兒結婚登記，也在結婚書約上簽名，一邊叮囑婚後新人要互相扶

持、互敬互愛，新人與父親間充滿正面能量及親情的互動也感染了周遭親友及戶政

人員，紛紛流下感動的眼淚。

 府北戶所李俊德主任表示府北戶所與成大醫院距離不遠，長年合作到院服務健康

欠佳之病患，這也是第一次遇到醫護出動陪同病患來戶所辦理，能與成大醫院共同

促成一樁美事，令人欣慰。戶所也全力提供協助，並送上囍字杯墊、百年好合賀卡

及月老入口意象合家歡喜照，祝福這對新人及其家庭幸福、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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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北戶所與成醫合作 助癌父參
加女兒結婚登記

2020-02-15

 府北戶政事務所致贈新人囍字杯墊、百年好合賀卡。（記者陳治交

攝）

 記者陳治交／台南報導

 每年的二月十四日西洋情人節總是結婚登記熱門日子，府北戶政事務

所十四日受理九對新人結婚登記（含兩對同性婚姻），其中有對感人的

新人，新娘父親為成大醫院安寧病房病患，孝順的新娘擔心父親病情變

化，特地將婚期提前，選在情人節完成終身大事。

 新娘父親希望能在戶政事務所感受歡慶氛圍，在成大醫院醫護團隊陪

同下至府北戶所參與女兒結婚登記，也在結婚書上簽名，叮囑婚後要互

相扶持、互敬互愛，新人與父親的親情互動，感染了周遭親友及戶政人

員，紛紛流下感動的眼淚。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1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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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北戶所主任李俊德表示，府北戶所與成大醫院距離不遠，長年到院

服務健康欠佳之病患，這是第一次遇到醫護人員出動陪同病患來戶所參

與新人結婚登記，能和成大醫院共同促成一樁美事，令人欣慰。戶所送

上囍字杯墊、百年好合賀卡及月老入口意象合家歡喜照，祝福這對新人

及其家庭幸福、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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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戶政事務所14日受理一件為完成癌父心願的新人結婚登記，主任李俊德送上賀卡當

祝福。（北區戶政事務所提供／程炳璋台南傳真）

父病危孝女趕在情人節完婚 醫院醫護專車陪同病父出院證婚
中時 程炳璋19:57 2020/02/14

林姓女子的父親罹癌住進安寧病房，她原本與夫婿另訂婚期，為了讓父親來得及證婚，

兩人提前在情人節這天到戶政事務所登記，林父在醫院醫護團隊陪同下，強打精神現場

見證女兒完成終身大事，感動現場親友。

不少情侶選擇在情人節完婚為了愛情，台南一對情侶選在情人節結婚卻是為了親情，20

多歲的林女因為父親癌末住進安寧病房，為了讓父親能夠及時見證自己幸福，與男友提

前在14日前往戶政事務所登記。

林家認為結婚是項喜事，選擇不在病房辦婚禮儀式，親友改到戶政事務所登記，沾染喜

氣，林父也盛裝出席證婚，為了這一幕，醫院並安排醫護團隊一起專車陪同林父到戶政

事務所。

林父全程貼近女兒身邊，牽著女兒的手搭上女婿的手，在耳邊輕聲祝福兩人，並在結婚

證書上簽下自己名字。林女與親友們感受現場情緒，悲喜交迭，皆不斷啜泣拭淚。

北區戶政事務所主任李俊德表示，第一次遇到成大醫院出動醫護團隊陪同病患到戶政事

務所辦結婚登記，能與醫院一起促成一樁喜事，感覺充滿正能量，令人欣慰，不過新人

希望低調不願相片與名字曝光。他只能送上囍字杯墊，祝新人百年好合。

(中時 )

#戶政 #戶政事務所 #事務所 #醫院 #父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8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6%88%B6%E6%94%BF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6%88%B6%E6%94%BF%E4%BA%8B%E5%8B%99%E6%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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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府北戶所攜手成大醫院 助癌末父參與女兒終
身大事

府北戶所送上囍字杯墊、百年好合賀卡及合照，祝福新人幸福快樂！（記者王姝
琇翻攝）

2020-02-14 20:17:39

〔記者王姝琇／台南報導〕每年2月14日西洋情人節是結婚登記的熱門日子，

台南市府北戶政事務所今共受理9對新人（含2對同性婚姻）登記，其中一位

新娘的父親為成大醫院安寧病房病患，因擔心父親病情發生變化，特地將婚

期提前，選在情人節這天完成終身大事。

由於新娘父親衷心希望能到場獻上祝福，在成大醫院醫護團隊專車陪同下，

終於完成參與女兒結婚登記的願望，也在結婚書約上簽名，並叮囑新人婚後

要互相扶持、互敬互愛，新人與父親間充滿正面能量及親情的互動，也感染

周遭親友與戶所人員。

府北戶政事務所主任李俊德表示，府北戶所與成大醫院距離不遠，長年合作

到院服務健康欠佳之病患，這是首次遇到醫護出動陪同病患來戶所辦理，能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2/14/3068390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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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成大醫院共同促成一樁美事，令人欣慰。戶所也全力提供協助，並送上囍

字杯墊、百年好合賀卡及月老入口意象合家歡喜照，祝福這對新人及其家庭

幸福、快樂！



2020/2/15 有生之年看到女兒完婚 台南府北戶所與成醫助癌父圓夢 | 雲嘉南 | 地方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4345041 1/2

有生之年看到女兒完婚 台南府北戶所與成醫助癌

父圓夢

2020-02-14 18:22  聯合報  / 記者邵心杰／台南即時報導

今天2月14日是西洋情人節，也是結婚登記熱門日子，台南府

北戶政事務所今天計受理9對新人，其中，有對新人背後有個

感人的故事，新娘的父親是成大醫院安寧病房的病患，孝順的

8 成大醫院

台南府北戶所 全力協助這對孝順新 人 ，送上囍字杯墊、百年 好合賀卡及月老入口意象合家

歡喜照，祝福這對新 人及其家庭幸福、快樂！記者邵心杰／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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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擔心父親病情變化，特地將婚期提前，選在情人節這天完

成終身大事。

在成大醫院醫護團隊開專車的陪同下，林父至府北戶所參與女

兒結婚登記，也在結婚書約上簽名，一邊叮囑婚後新人要互相

扶持、互敬互愛，新人與父親間充滿正面能量及親情的互動也

感染了周遭親友及戶政人員，紛紛流下感動的眼淚。

林父把女兒的幸福，託付給新郎，在有生之年終於看到女兒出

嫁，完成畢生的心願。在外地工作的新人專程回到台南，完成

了終生大事。

府北戶所主任李俊德表示，府北戶所與成大醫院距離不遠，長

年合作到院服務健康欠佳的病患，這也是第一次遇到醫護出動

陪同病患來戶所辦理，能與成大醫院共同促成一樁美事，令人

欣慰。戶所也全力提供協助，並送上囍字杯墊、百年好合賀卡

及月老入口意象合家歡喜照，祝福這對新人及其家庭幸福、快

樂！

除了這對新人行事低調，在至親好友的祝福下，完成終身大事

之外，府北戶所受理9對新人結婚登記當中，也包含2對同性婚

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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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每年的2月14日西洋情人節，總是結婚登記熱門日子，府北戶
所今(14)日計受理9對新人(含2對同性婚姻)，當中有對感人的新人，新娘父親為成大醫院
安寧病房病患，孝順的新娘擔心父親病情變化，特地將婚期提前，選在情人節這天完成

終身大事。

新娘父親希望能在戶政事務所感受歡慶氛圍，在成大醫院醫護團隊開專車陪同下，至府

北戶所參與女兒結婚登記，也在結婚書約上簽名，一邊叮囑婚後新人要互相扶持、互敬

互愛，新人與父親間充滿正面能量及親情的互動，感染周遭親友及戶政人員，紛紛流下

感動的眼淚。

（圖說）新娘父親在成大醫院醫護團隊開專車陪同下，至府北戶所參與女兒結婚登記。

府北戶所主任李俊德（如圖）送上囍字杯墊、百年好合賀卡及月老入口意象合家歡喜

照，祝福這對新人及其家庭幸福、快樂！（記者鄭德政攝）

府北戶所李俊德主任表示，府北戶所與成大醫院距離不遠，長年合作到院服務健康欠佳

之病患，這也是第一次遇到醫護出動陪同病患來戶所辦理，能與成大醫院共同促成一樁

美事，令人欣慰。戶所也全力提供協助，並送上囍字杯墊、百年好合賀卡及月老入口意

象合家歡喜照，祝福這對新人及其家庭幸福、快樂！

https://tainantalk.com/category/other/
https://tainantalk.com/author/tainantalk/
https://tainantalk.com/20200214-15/


2020/2/13 「12日立掃帚」 幼兒園實驗成功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51514 1/1

「12日立掃帚」 幼兒園實驗成功

（圖：記者王俊忠翻攝）

2020-02-13 05:30:00

12日可以立掃帚！昨天上午網路社群盛傳美國NASA指出，昨地球受地心引力

影響，拿掃帚可以在地面立起來。台南市東區牧群幼兒園董事長沈銘賢夫

妻，昨下午1點多在幼兒園拿掃帚與雞蛋試立，居然都站起來，且一直站到3

點許，夫妻都直呼好神奇！

成大教授：重心低就能站立 跟日期無關

不過，成大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副教授陳炳志說，12日可以立掃帚是很有

名的網路謠言，其實「每天都能立掃帚與雞蛋」，只要重心低就能站立，掃

帚的重心連線如剛好掉在底面積裡面，小心扶立，就能站起來，立雞蛋也是

相同原理。（圖：記者王俊忠翻攝，文：記者王俊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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