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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綠能國際研討會 聚焦材料科技
2021-01-15

成大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十四日起一連兩天，在成大國際會議廳舉行跨維綠能材料國際研討會。
（記者羅玉如攝）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成大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十四日起一連兩天在成大國際會議廳舉行跨維綠能材料國際研討會。台灣、日本、澳洲、加拿大等國的專家學者，以視訊

方式交流研究成果。同時針對目前全球面臨的能源短缺危機、發展綠色能源、儲能技術等議題尋求解方。

成大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指出，為期兩天的國際研討會，聚焦綠能材料科技，希望開創未來合作新契機。研討領域包含二次電池、超級電容、太陽

能電池、燃料電池等前瞻研究方向。

日本京都大學能源與碳氫化學系教授安倍武志、澳洲雪梨大學教授Anita Ho-Baillie等國際知名學者，因新冠肺炎疫情無法來台，全程採視訊方式與

會。國內權威台灣科技大學教授黃炳照、成大教授丁志明、詹正雄等親自到場分享研究成果。

安倍武志分享固態電解質介面ＳＥＩ形成機制與對鋰離子電池技術發展的影響。他表示，鋰離子電池在首次充放電時，有機溶劑會與電極材料產生電

化學反應，形成固態電解質介面，對鋰離子電池的性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成大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士剛表示，綠色能源發展，「儲能」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電池儲能牽涉材料、化工等領域，成大在此方面的研

究居國內領導地位。該中心研究團隊已成功開發高比容量電池矽碳負極材料，並改善矽在鋰離子遷入與遷出的充放電過程中體積強烈變化。一次充放

電後，電容量僅損失三成，且在後續充放電過程中幾乎不再損失。

林士剛指出，如何延長電動汽機車的電池續航力、快速充電是研究焦點。目前世界各國車廠都以發展高安全性鋰離子固態電池為目標，中心團隊開發

的聚醚胺高分子系列固態電解質材料，可發展為高安全性鋰離子二次電池，就是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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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維綠能材料國際研討 聚焦綠能材料科技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由國立成功大學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舉辦「跨維綠能

材料國際研討會」，14日起一連2天假成大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臺灣、日本、澳洲、

加拿大等國家學者專家，以視訊方式交流研究成果，針對目前全球所面臨能源短缺危

機，發展綠色能源技術及儲能技術為國際間重要課題，尋求未來方向與重點。

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指出，綠色能源是未來能源發展的趨勢，希望整合產業界與學

術界的力量，擴展全球市場，以促進綠色能源技術產業發展與經濟利基，因此規劃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erarchical Green Energy

Materials(2021HIGEM)國際研討會，2天會議邀集國內外專家學者聚焦綠能材料科

技，開創未來合作新契機。

研討會涵蓋的領域包含二次電池、超級電容、太陽能電池、燃料電池等前瞻研究方

向，多位國際知名學者與會，包括日本京都大學能源與碳氫化學系安倍武志(Takeshi

勁報 2021/01/14 16:20(16小時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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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教授、澳洲雪梨大學Anita Ho-Baillie教授因為疫情的關係，採用視訊方式參與，

國內權威臺灣科技大學黃炳照教授，以及成大丁志明教授、詹正雄教授等人親自到場

分享研究成果，總計臺灣、日本、澳洲、加拿大等國家約150餘位學者及研究人員參

加，分享和討論與綠色能源材料相關最新成就和未來挑戰，對於提升我國能源相關研

究在國際上的知名度有正面效應。

研討會上，日本安倍武志教授透過視訊，分享固態電解質介面(SEI)形成機制與對鋰離

子電池技術發展影響。安倍武志教授表示，鋰離子電池在首次充放電時，有機溶劑會

與電極材料產生電化學反應，於是就會形成固態電解質介面(SEI)，對鋰離子電池的性

能有非常重要影響。

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士剛表示，在綠色能源發展上，「儲能」成為各界關

注焦點，不論是電動車、太陽能、風電，甚至是半導體廠的不斷電系統，都離不開儲

能，而電池儲能牽涉材料、化工等多方領域，成大在這一方面研究在國內居於領導地

位，例如中心研究團隊已成功開發高比容量電池矽碳負極材料，並改善矽在鋰離子遷

入與遷出的充放電過程中體積強烈變化，一次充放電後，電容量僅損失3成，且在後續

充放電過程中幾乎不再損失。

林士剛指出，近來電動汽機車正夯，如何延長電池續航力、快速充電也成為研究焦

點，目前世界各國車廠，都以發展高安全性鋰離子固態電池為目標，中心團隊所開發

聚醚胺高分子系列的固態電解質材料可發展為高安全性鋰離子二次電池，就是一個重

大突破。

為加強推動科技整合研究與發展，推動產業服務等，研討會現場也安排專業研究人

員，於現場針對X射線繞射儀、拉曼光譜儀、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儀、氣相層析質譜

儀等高階儀器設備，對學界、產業界提供技術服務與諮詢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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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護理學系iNursing Space遠距直播教室啟用
2021-01-14 上午 09:35 記者藍浩元／綜合報導

↑成大護理系iNursing Space遠距直播教室11日在校長蘇慧貞（右二）按下螢幕後，正式啟用。（圖

／成功大學提供）

 

「A whole new world! A whole new world!」在外籍學生的歌聲中，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30年

來首次空間大改造──「iNursing Space：數位遠距直播教室」 1月11日啟用！ 這是全台護理學系首

創以「直播教室」結合數位科技，建置虛擬實境互動式護理創新教學。

 

iNursing Space位於成大醫學院護理學系系館1樓，設備包括高畫質追蹤攝影機，自動追蹤教師示範授

課內容與技術，搭配超短焦投影機投影於玻璃白板與85吋大型觸碰螢幕，使用環境控制系統，學生行動

裝置可一鍵投影至教師端，教師端亦可反向投影至學生端，開創虛擬與實境交融互動式護理創新教學。

 

iNursing Space結合數位科技與虛擬實境互動式創新教學。成大校長蘇慧貞致詞表示，在新冠肺炎疫

情的陰影下，護理學系透過高教深耕計畫的補助，導入數位遠距直播科技，藉由「iNursing Space」

的遠距直播及互動，跨越國界發揮護理教育的國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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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主任柯乃熒（前右一）代表舉杯，慶祝iNursing Space正式啟用。（圖／成功大學提供）

 

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指出，護理學系透過iNursing Space，不僅可提升教師數位課程自製能力，透

過數位課程製播培養學生主動學習護理照護知識與技能，亦可強化學生學習動機、促進學生與老師雙向

互動，透過現場直播，開啟教與學、虛擬與實境交融互動。

 

護 理 系 主 任 柯 乃 熒 表 示 ， 「 iNursing Space ： 數 位 遠 距 直 播 教 室 」 是 全 台 護 理 學 系 首 創 以 「 直 播 教

室 」 結 合 數 位 科 技 與 翻 轉 教 學 的 理 念 ， 傳 達 創 新 （ Innovation ） 連 結 （ Connection ） 護 理 教 育

（Nursing Education），簡寫的ICN如同國際護理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的縮

寫，期許成大護理學系的iNursing Space如同國際護理協會，透過與國際夥伴合作，發揮護理教育的

國際影響力。

 

「iNursing Space：數位遠距直播教室」在1月11日11點11分啟用，成大校長蘇慧貞、醫學院院長沈

延盛、醫學院研究分處副院長柯文謙、成大傑出校友高嘉璘博士、護理學系創系李引玉老師、系主任柯

乃熒等貴賓及系上師生多人共同揭牌，一起見證護理教育的新里程。啟用儀式上，10多位護理系和研究

所的外籍學生，紛紛穿上自己國家的傳統服飾，以歌聲來參與這場盛會，也展現護理系國際化的一面。

 

「 iNursing Space 」 展 現 成 大 國 際 護 理 教 育 的 能 見 度 ， 也 是 國 內 護 理 教 育 創 新 典 範 。 在 疫 情 的 影 響

下，未來「iNursing Space」可增加跨國研究合作會議與互動交流的機會，跨越國界分享護理教學策

略，彼此觀摩、精進與交流教學方法，中長期目標則是拓展「iNursing Space：數位遠距直播教室」

的深度及廣度，深化台灣護理進階教育，未來成大護理系將發展數位化課程的專科護理師碩士專班，提

供國際護理數位遠距碩士學程與國際交流，共同培育國際高階護理人才。

 

護理學系強調，「iNursing Space：數位遠距直播教室」的發展不僅止於將教學數位化，也呼應聯合

國永續發展（SDGs）目標：在「世界上每個人都有公平且高品質的終身學習機會（Ensure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quality education and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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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4 ） 」 ， 透 過 跨 越 邊 際 的 護 理 教 育 ， 達 成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的 夥 伴 合

作。

 

↑護理學系的各國學生身穿傳統服飾參加iNursing Space啟用儀式。（圖／成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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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聯手不織布大廠 研發高效儲能固態鋅碳電池

文／教育部電子報，圖／ 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系 956期 2021-01-14

時下電動車正夯，而電池正是電動車能否更加普及的關鍵技術之一。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洪飛義研
究團隊與不織布大廠康那香成功研發高效儲能固態鋅碳電池，不僅是全球首次發表，...

成大材料系教授洪飛義（右一）與研究生王奕翔、官欣、侯柏脩，張又文（由右二起至左）團隊成功研
發高效儲能固態鋅碳電池。

時下電動車正夯，而電池正是電動車能否更加普及的關鍵技術之一。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洪飛義研
究團隊與不織布大廠康那香成功研發高效儲能固態鋅碳電池，不僅是全球首次發表，也是第一個利用鋅
離子充放電的二次固態離子電池，不論在成本、效能、綠色環保各方面都優於目前市面上常見的電池，
前景可期。
 
洪飛義表示，市面上所熟知的鋅碳電池是技術成熟的電池，雖然俗稱為「乾電池」，但實際上鋅碳乾電
池中含有電解液所以仍是「濕電池」，且傳統鋅碳電池有毀損漏液問題，也無法二次充放電使用，有環
保的疑慮。
 
洪飛義指出，固態鋅碳電池不使用電解液，而是使用綠色固態粉末當作電解質，沒有過度充電引發爆炸
的危險，既安全又環保。且固態鋅碳電池使用後可當一般垃圾直接丟棄，亦無環境汙染與回收問題。也
由於固態鋅碳電池是由正極鋅箔、固態粉體電解質、負極碳箔等簡單結構組成，具有價格競爭優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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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高電壓高電流充放，大幅增加充電效能。相比一般鋅碳電池因為含有電解液，無法高電壓高電流充
放，使用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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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聯手不織布大廠 研發高效儲能固態鋅碳電池

文／教育部電子報，圖／ 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系 956期 2021-01-14

團隊研究生進行固態鋅碳電池測試。

洪飛義表示，固態鋅碳電池研發成功的關鍵，在於固態粉末電解質壓錠後表面需要包覆一層不織布，這
項核心技術就是由康那香公司協助完成，使得固態粉末電解質的緻密度高又不易崩塌，且不織布的包覆
處理，讓電極界面貼附性更佳，使固態鋅碳電池結構更穩定且效能更高。至今全球尚未有固態鋅碳電池
的文獻發表，研究團隊能夠在固態電池技術領域更上一層樓，更是肯定臺灣在固態電池技術的領先地
位，尤其把不能充放電的濕鋅碳電池，研發成為可充放電的固態鋅碳電池。

成大團隊經過多年在固態電池技術的努力，由王奕翔、官欣、侯柏脩，張又文4位研究生合力成功開發
固態鋅碳電池，順利讓鋅離子能自由穿隧不織布層，使得固態鋅碳電池在高溫與低溫環境的電池效能表
現優於一般濕式電池。
 
洪飛義強調，固態鋅碳電池材料技術研發不只打破舊思維，以往電池採並聯充電串聯放電的方式，而固
態鋅碳電池則採串聯充電串聯放電的方式，充電速度更快，可廣泛運用在電動機車、休閒滑板車、平衡
車等領域，且電池的價格也只有鋰電池1/3左右。目前這項研究正技轉運用到商業用途，可望創造一個
新儲能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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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making Innovation舉辦南科發表會 加速新創走入國際

英國國際企業創新與策略發展的領導品牌Rainmaking Innovation⽇前於南科舉辦「數位轉型：南
科新創技術發表」活動，政務委員唐鳳特參於並進⾏題演講，同時與成⼤醫學院護理系主任柯乃
熒、成功⼤學未來智慧⼯場執⾏⻑蔡妤珮，針對「政府政策」「國際市場」「策略規劃」三⽅
⾯，以學術知識的全關思維分析數位轉型的挑戰與機會。

另外，活動中另進⾏全球海選FastTrack新創競賽以及新創技術發表，特別設置以智慧製造為主題
的技術展位，彰顯南台灣創新創業實⼒，現場吸引超過130⼈與會，活絡南科創新創業⽣態圈。此
次海選共來⾃全台25家新創，經由兩階段精選12家新創參加FastTrack。獲選隊伍不僅可進駐南
科創新卓越中⼼（ Rainmaking Innovation），並且經由 Rainmaking Innovation推薦進⼊
Startupbootcamp Australia決選，獲得進⼊國際市場機會。

南科管理局副局⻑鄭秀絨表⽰，2021年南科持續著重於數位轉型、智慧製造、精準醫療三個領
域，誠如前局⻑林威呈的願望：展望未來，讓新創⽣態系更加完整，提供更多資源給新創團隊，
並培養出台灣第⼀隻獨⾓獸。

台南市政府研考會主委戴偉峻說，危機就是轉機，COVID-19促成數位轉型的⾼峰，數位轉型應是
整個商業模式的改變，相信今⽇在場的許多新創團隊，⼀定能帶動整個南部的數位轉型。

2021-01-14 18:16 經濟日報 彭子豪

「數位轉型：南科新創技術發表」活動吸引超過130⼈參與。 Rainmaking Innovation/提供

讚 63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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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業同業公會南區辦事處處⻑郭春暉強調，政府近幾年致⼒於發展⼤南⽅計畫，⾏政院⽇前
宣布⾼鐵南延⾄屏東，並設⽴屏東科學園區，⽽南科的產值及就業⼈⼝數也都逐年上升，南科希
望能顧及到廠商需求，同時吸引更多新創事業，幫企業提供解決⽅案、開發新技術，讓南科能夠
有更多元更創新的發展，希望於產、官、學、研中結合出更多可能性，⼤家攜⼿推進⼤南⽅地區
以⾄臺灣整體產業升級。

此次海選共來⾃全台25家新創，經由兩階段精選12家新創參加FastTrack。 Rainmaking Innovatio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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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鳳指出，政府為促進台灣邁向「智慧國家」，⾏政院⾃106年起推動「DIGI+⽅案」，希望台灣
在推動此⽅案後，國家數位基礎建設、經濟與社會創新各個層⾯均能向上提升。

數位轉型分為三個級數，⼀是為了節省時間與⼒氣，⼆是⺠間發現問題之後，與政府共同創新，
三是政府協助⺠間落實想法並且執⾏。⽽現⾦「網路取代⾺路」，透過雙向視訊的⽅式，就可以
將在地的創作能量帶到決策現場，異地的討論使⼤家不受限於特定的決策場域，將創新想法帶到
各處。

政務委員唐鳳特參於並進⾏題演講，同時與成⼤醫學院護理系主任柯乃熒、成功⼤學未來智慧⼯場執⾏⻑蔡妤珮，以學術知識的全關

思維分析數位轉型的挑戰與機會。 Rainmaking Innovation/提供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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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榮協高峰論壇 推動數位轉型新商機

新北市中⼩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前舉辦「中⼩企業⾼峰論壇-2021振興中⼩企業互動與展望-

中⼩企業數位轉型提升競爭⼒」，和新北市榮協2021（第23屆）幹部佈達授證典禮，由⽣瑋企業
總經理⿈忠偉擔任第23屆新北榮協會⻑，永新興業總經理林國漳、⽅⽴達企業副總經理鄭進良、
萬⾦溫泉會館董事⻑林進⿓擔任副會⻑，上屆會⻑許賢成擔任輔導會⻑，共有澎湖縣、台東市、
屏東縣、⾼雄市、台南市、嘉義縣市、彰化縣、台中、苗栗縣、花蓮、宜蘭、新⽵縣、新⽵市、
基隆、桃園、台北市、新北市等地區的榮指員代表200多⼈出席。

新北市副市⻑吳明機、中⼩企業處處⻑何晉滄、科技部⼯程科技推展中⼼主任鄭國順等親臨致
詞，並邀請東海⼤學副校⻑王⽴志博⼠介紹AI⼤數據應⽤如何導⼊中⼩企業、成功⼤學系統及船
舶機電⼯程學系教授陳永裕解析中⼩企業創新鏈結科技部研究資源，獲得與會來⾃全國各地的中
⼩企業榮指員代表熱烈回應。

新北市副市⻑吳明機表⽰，拚防疫也要拚經濟，新北市政府168、三倍券、抽特斯拉等在協助中⼩
企業度過難關、成⽴中⼩企業服務團在協助中⼩企業申請紓困，受疫情影響，未來實體與虛擬作

2021-01-14 21:14 經濟日報 金萊萊

新北市副市⻑吳明機(右6起)、新北榮協第23屆輔導會⻑許賢成、會⻑⿈忠偉、中⼩企業處處⻑何晉滄等與出席貴賓及會員合影。  新

北榮協/提供

讚 2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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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會成為常態，將協助業者應⽤線上進⾏國際招商及採購。希望將⾼附加價值的企業留在新北，
該市林⼝⼯業區明年底可完⼯進⾏招商、新店寶⾼⼯業區今年開放進駐、並開始規畫瑞芳⼯業區
增加廠辦等硬體設施。

經濟部中⼩企業處處⻑何晉滄指出，疫情不能出國，如何將產品外銷，必須以科技⽅法讓產品⾏
銷國際，為中⼩企業突圍。要善⽤新北市政府提供更多的多元輔導資源，⽬前台灣中⼩企業的重
要關卡，有數位轉型、⼆代接班、⻘年創業、城鄉創⽣等四個問題要努⼒。新北榮協是⼀個有活
⼒的團體，榮指員將⾃⾝的成功經驗傳承給榮指員，提供榮員們創新、轉型、申請資源、教育訓
練等服務，協助中⼩企業轉型。

新北市榮協會⻑⿈忠偉表⽰，疫情對限期的經濟與產業產⽣結構性的衝擊，讓員⼯遠距辦公或在
家上班，這些虛擬基本⾯基礎架構(VDI)、數位⼯作空間等議題受到熱烈關注，亦加速5G數位經濟
的產業轉型發展，政府的5+2產業創新計畫與現今的六⼤核⼼戰略產業推動計畫是帶動台灣 未來
產業升級轉型的重要關鍵。輔導會⻑許賢成指出，感謝中⼩企業處何處⻑提供各會20萬的專案補
助，讓各會辦理在地特⾊的活動。

中⼩企業處處⻑何晉滄(左4)為南部佈達授證。 ⾦萊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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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博⼠強調，數位轉型在建⽴⾼彈性運營流程，透過全⾯數位化分析供應鏈達到⾃動化所有
流程、連結所有環節、及分析所有數據的透明營運模式，並介紹⼯業AI與智慧製造應⽤案例，和
分享系統推動經驗。

陳永裕教授指出，科技部⼯程科技中⼼為學術界與產業界的溝通橋樑，協助⼯程科技研發成果、
技術專利落實推展應⽤，搭建產學媒合客製服務，提供技術瓶頸諮詢解決、技術移轉、創造產業
價值、培育創新、創業⼈才等服務，其eTop雲端訊息平台有專家⼈才推薦系統，有⼀萬多位教授
可以協助業者解決經營、技術上等問題。

東海⼤學副校⻑王⽴志博⼠(右)。 ⾦萊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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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學系統及船舶機電⼯程學系教授陳永裕(右)。 ⾦萊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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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同好集聚前水頭3號「小陳故事」古厝民宿：高齡95歲的許金印老先生演唱民間歌

謠。（許加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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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受難者楊錦章教授講述心路歷程。（許加泰攝）

文史同好集聚前水頭3號「小陳故事」古厝民宿：與會人員合影。（許加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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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幾位文史同好集聚前水頭3號「小陳故事」古厝民宿，一起聆聽高齡95歲的許金印老先生演唱

民間歌謠，並分享政治受難者楊錦章教授的心路歷程。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陳益源表示，金門故

事真的很多，期盼「小陳故事」將來能成為聆聽金門故事、典藏金門故事的一個重要處所。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陳益源師生一行五人抵達金門進行一連串的田野調查，包括拜訪金門大

學陳建民校長，採訪該校通識教育中心楊錦章教授，他是民國67年金門高中文字獄冤案的政治受難

者；拜訪金門小說家陳長慶，他的新作《老枝伯仔》也是衍生自民國53年警備總司令部一份叛亂判決

書。他們造訪了碧山睿友文學館，由黃振良先生親自導覽「黃振良文教文史文化作品展」，並且陸續

訪問浯江南樂研習社指導老師吳淑珍、金城后湖耆老許金印、烈嶼上林耆老林馬騰等人，此外又有金

湖尚義「黃氏家廟」、烈嶼鄉文化館「楊天澤水彩寫生展」等地的參觀行程。

「小陳故事」民宿負責人陳成基特別提供場地，邀請兩位受訪者許金印先生、楊錦章教授，到這座由

黃楚大夫第故居整建的閩南傳統建築來公開講故事，並對外開放，到場者有金門縣議會秘書長陳建

興、金門大學前校長黃奇講座教授、金門縣文化局前局長呂坤和，以及蔡是民、林金榮、莊慧美、吳

宗陵、魏健峰、劉國棋、蔡明雄等多位金門文史專家。

  「小陳故事」的故事開講，第一階段由陳益源教授和許金印四女兒許梓恬共同主持，許梓恬說小

時候敬畏父親，從來沒聽過他唱歌講故事，陳益源則稱讚許金印是深藏不露的金門民間故事家，他記

憶力強，反應機敏，七、八十年前聽過的民間歌謠〈冬瓜詩〉、〈搖榕樹〉、〈賣雜什〉、〈鴉片

詩〉、〈鴉片歌〉、〈賭博歌〉、〈捕魚歌〉，以及〈傢伙了，秀才沒〉、〈做賊做鱟〉、〈天生自

然〉、〈一筆畫三千〉、〈觀音亭的觀音坐姿〉等民間故事，今天話匣子一開，立即娓娓道來，民國

35年私塾老師口授的一封〈南越楊氏寄夫鄭必捷書〉，長達千言的文言古文，他到現在還能一字不差

地背誦，令人讚嘆不已。

  許金印這次的公開表演，還有與現場聽眾的活潑互動，乞丐歌〈搖榕樹〉中有一段「榕樹搖過

東，米粟吃不空；榕樹搖過西，剩錢剩銀無人知；榕樹搖過南，剩錢剩銀可買田；榕樹搖過北，剩錢

剩銀塞壁角」，他一句一句教蔡是民等人習唸，蔡明雄也當場複述〈做賊做鱟〉這則解釋「鱟的由

來」的故事情節，他再從旁補充關鍵字眼，現場一片歡樂融融。

  「小陳故事」的故事開講，第二階段由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羅英倫、何婉君、王寶妮三位研究生

聯合主持，由金門大學楊錦章教授現身說法。楊教授表示，他幾年前雖然曾接受過國家人權博物館、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走過白色幽曖：1960、1970年代政治案件訪問紀錄》的採訪，但這一次

則是他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講述自己蒙冤的經過。

  楊錦章回憶民國67年1月31日，他就讀金門高中三年一班，當天寒假課業輔導的教室突然換到二

年十一班，不料那間教室牆壁上有人用鉛筆寫著「共產主義萬歲，臺灣人民若牲畜」的簡體字，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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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獲報之後，要他們班身上有鉛筆的人拿出鉛筆來寫一些字；直到6月7日畢業考考完之後，他莫名其

妙地被叫到校長室，然後就被吉普車帶到調查局地下室，由五、六位調查員輪流審問，最後以「被告

之筆跡與該反動文字筆跡極相似」等理由起訴並判交付感化一年。

  楊教授說，他算是政治受難者中比較幸運的一個，只被判交付感化一年，但這樣的遭遇對他影響

極大，常因夢到自己是不是又被抓進去而驚醒，雖然他民國90年得到冤獄賠償金，民國93年收到總統

具名的「回復名譽證書」，民國109年也收到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寄發撤銷金防部刑事保安處分宣告

的公函，但幾十年來真相尚未大白，政府目前處理這類的政治冤案仍有大街打人、小巷道歉之嫌，他

希望政府可以拿出更大的誠意來面對。

  主持楊錦章教授這次公開自白的羅英倫同學表示，楊教授曾說：「當我想把一切說清楚時，卻發

現我什麼都沒辦法弄清楚。」證明他被偷走的時間與人生無法回流，而他願意公開說明事發經過以及

後續如何努力求學、兼職家教、成為教授，並擁有生涯規劃師證照，這都讓她看到楊教授如何把被迫

空白的日子轉化為激勵自己的力量，用身教在教育路上走得更遠更長，相信他這樣做可以鼓舞其他相

似經歷的人。

  從泉州到成大留學的王寶妮，覺得楊錦章教授政治受難這類事件都需要被記錄、被聆聽，以便讓

後人了解每一張冤獄判決書的背後都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她又說，她的外婆也像許金印老先生一

樣，常講閩南俗語和故事給她聽，並教導她做人的道理，她發現許老先生的歌謠與故事都蘊含著許多

人生的智慧，實在很值得不斷傳承下去。

 香港籍的何婉君同學則注意到，許金印老先生愛說故事，也愛聽故事，當他第一階段主講完畢之

後，仍留在現場用心聆聽楊錦章教授分享人生遭遇，而且還以老前輩的經驗為楊教授指點迷津，她

說：「許老先生對後輩的關懷、照顧，令人敬佩。」

  這場在前水頭3號「小陳故事」古厝民宿舉辦的故事講座，溫馨動人，陳益源教授特別向提供場

地的民宿主人陳成基、陳秀錦伉儷表示感謝，同時他也表示金門故事真的很多，期盼「小陳故事」將

來能成為聆聽金門故事、典藏金門故事的一個重要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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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故事多 小陳故事古厝開講 許金印唱民間謠×楊錦章憶
受難往事

【勁報記者于郁金/金門報導】最近寒流來襲，氣溫驟降，金門冷颼颼，但1月12日上

午有30幾位文史同好集聚前水頭3號「小陳故事」古厝民宿，一起聆聽高齡95歲許金

印老先生演唱民間歌謠，並分享政治受難者楊錦章教授心路歷程，動人心弦，宛如帶

來一股暖流，讓與會者倍覺溫馨。

日前，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陳益源師生一行5人抵達金門進行一連串田野調

查，包括拜訪金門大學陳建民校長，採訪該校通識教育中心楊錦章教授，他是民國67

年金門高中文字獄冤案政治受難者；拜訪金門小說家陳長慶，他的新作《老枝伯仔》

也是衍生自民國53年警備總司令部1份叛亂判決書；他們造訪了碧山睿友文學館，由黃

振良親自導覽「黃振良文教文史文化作品展」，且陸續訪問浯江南樂研習社指導老師

吳淑珍、金城后湖耆老許金印、烈嶼上林耆老林馬騰等人，此外又有金湖尚義「黃氏

家廟」、烈嶼鄉文化館「楊天澤水彩寫生展」等地參觀行程。

1月12日，「小陳故事」民宿負責人陳成基特別提供場地，邀請2位受訪者許金印先

勁報 2021/01/14 20:38(19小時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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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楊錦章教授，到這座由黃楚大夫第故居整建閩南傳統建築來公開講故事，並對外

開放，到場者有金門縣議會陳建興秘書長、金門大學前校長黃奇講座教授、金門縣文

化局前局長呂坤和，以及蔡是民、林金榮、莊慧美、吳宗陵、魏健峰、劉國棋、蔡明

雄等多位金門文史專家。

「小陳故事」開講，第1階段由陳益源教授和許金印四女兒許梓恬共同主持，許梓恬說

小時候敬畏父親，從來沒聽過他唱歌講故事，陳益源則稱讚許金印是深藏不露金門民

間故事家，他記憶力強，反應機敏，7、80年前聽過民間歌謠《冬瓜詩》、《搖榕

樹》、《賣雜什》、《鴉片詩》、《鴉片歌》、《賭博歌》、《捕魚歌》，以及〈傢

伙了，秀才沒〉、〈做賊做鱟〉、〈天生自然〉、〈一筆畫三千〉、〈觀音亭的觀音

坐姿〉等民間故事，今天話匣子一開，立即娓娓道來，民國35年私塾老師口授1封〈南

越楊氏寄夫鄭必捷書〉，長達千言的文言古文，他到現在還能1字不差地背誦，令人讚

嘆不已。

許金印這次公開表演，還有與現場聽眾活潑互動，乞丐歌《搖榕樹》中有一段「榕樹

搖過東，米粟吃不空；榕樹搖過西，剩錢剩銀無人知；榕樹搖過南，剩錢剩銀可買

田；榕樹搖過北，剩錢剩銀塞壁角」，他一句一句教蔡是民等人習唸，蔡明雄也當場

複述〈做賊做鱟〉這則解釋「鱟的由來」故事情節，他再從旁補充關鍵字眼，現場一

片歡樂融融。

「小陳故事」故事開講，第2階段由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羅英倫、何婉君、王寶妮3位

研究生聯合主持，由金門大學楊錦章教授現身說法。楊教授表示，他幾年前雖然曾接

受過國家人權博物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走過白色幽曖：1960、1970年代政

治案件訪問紀錄》採訪，但今天則是他有史以來第1次在公開場合講述自己蒙冤經過。

楊錦章回憶民國67年1月31日，他就讀金門高中三年一班，當天寒假課業輔導教室突

然換到二年十一班，不料那間教室牆壁上有人用鉛筆寫著「共產主義萬歲，臺灣人民

若牲畜」簡體字，調查局獲報之後，要他們班身上有鉛筆的人拿出鉛筆來寫一些字；

直到同年6月7日畢業考試完之後，他莫名其妙地被叫到校長室，然後就被吉普車帶到

調查局地下室，由5、6位調查員輪流審問，最後以「被告之筆跡與該反動文字筆跡極

相似」等理由起訴並判交付感化1年。

楊錦章教授說，他算是政治受難者中比較幸運一個，只被判交付感化1年，但這樣的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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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對他影響極大，常因夢到自己是不是又被抓進去而驚醒，雖然他民國90年得到冤獄

賠償金，民國93年收到總統具名「回復名譽證書」，民國109年也收到促進轉型正義

委員會寄發撤銷金防部刑事保安處分宣告公函，但幾十年來真相尚未大白，政府目前

處理這類政治冤案仍有大街打人、小巷道歉之嫌，他希望政府可以拿出更大誠意來面

對。

主持楊錦章教授這次公開自白的羅英倫同學表示，楊教授曾說：「當我想把一切說清

楚時，卻發現我什麼都沒辦法弄清楚。」證明他被偷走的時間與人生無法回流，而他

願意公開說明事發經過，以及後續如何努力求學、兼職家教、成為教授，並擁有生涯

規劃師證照，這都讓她看到楊教授如何把被迫空白的日子轉化為激勵自己的力量，用

身教在教育路上走得更遠更長，相信他這樣做可以鼓舞其他相似經歷的人。

從泉州到成大留學王寶妮說，覺得楊錦章教授政治受難這類事件都需要被記錄、被聆

聽，以便讓後人了解每一張冤獄判決書背後都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她的外婆也像許

金印老先生一樣，常講閩南俗語和故事給她聽，並教導她做人的道理，她發現許老先

生歌謠與故事都蘊含著許多人生智慧，實在很值得不斷傳承下去。

香港籍何婉君同學說，她則注意到許金印老先生愛說故事，也愛聽故事，當她第一階

段主講完畢後，仍留在現場用心聆聽楊錦章教授分享人生遭遇，而且還以老前輩經驗

為楊教授指點迷津，「許老先生對後輩的關懷、照顧，令人敬佩」。

這場在前水頭3號「小陳故事」古厝民宿舉辦故事講座，溫馨動人，陳益源教授特別向

提供場地民宿主人陳成基、陳秀錦伉儷表示感謝。陳益源表示，金門故事真的很多，

期盼「小陳故事」將來能成為聆聽金門故事、典藏金門故事的一個重要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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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成大、北醫橄欖球隊OB友誼賽 擒抱1800歲的熱情

2021-01-15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成大 北醫

國立成功大學橄欖球校隊110年元旦隊慶，多位校友（OB, Old Boy）熱情回校。本次特別邀集成大與台北醫學大學超
過60歲的資深OB，在成大自強操場進行3場友誼賽，全場30位參賽球員，總歲數超過1800歲。
 
這次成大、北醫資深OB友誼賽，109年9月即開始籌畫。成橄91級張博宇OB表示，從「精準的傳球，犀利的擒抱，變
幻莫測的小組合作，看得出大家身手仍然矯健，與當年的隊友依然默契十足」。

71邱登崧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A4%A7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5%8C%97%E9%8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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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領域的「至聖先師」成大教授洪瀞：好

友能開啟知識之門

2021-01-15 09:40  圓神出版社  / 文．洪瀞

好朋友們經常能幫助我們接觸到不同面向的知識，

不管是冷門的、自己根本不在乎的事，又或是能讓

人眼睛為之一亮的知識。

圖為洪瀞副教授。圓神出版社提供，黃家彥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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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所時期，由於做研究相當苦悶，所以經常會

與不同領域的研究生們一同聚餐聊天。在閒話家常

之中，相互鼓勵、相互陪伴、相互學習，尤其是身

為異鄉學子，和朋友們相處的快樂時光，經常能幫

助彼此忘卻思鄉之愁， 以及排解實驗做不 出 來 的

苦。

至聖先師孔子說：「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

聞。」其實不管是過去或現代，在家鄉或者在海外

求學，此言確實不假，也非常受用。交友廣闊除了

能幫助我們排除孤單寂寞，也可以透過不同角度讓

自己成長。 舉例來說，求學時期若經常與成績一流

的學霸來往，除了可 以請教作業怎麼寫、如何解

題、抓重點以外，其實也可以嘗試理解他們的「思

維模式」，並觀察他們的良好習慣。當然，我也曾

經試著詢問過學霸們抓重點的技巧為何，不過很不

巧的 是 ， 我認識的這群人似乎都說不 出 個 所 以然

來，貌似沒有嘗試抓任何重點過，但他們給我更多

的感覺是「通透」—問他們問題的時候，他們不太

能理解為什麼這會是個問題。

我在海外遇到的學霸們，比較像是程度大幅超前的

同學們。就好比一名大學生，卻身處小學的課堂之

中，和進度較為緩慢的同學們一起學習，他們自然

無法掩蓋對於課程脈絡的全知。與這些學霸們相處

能觸發許多良性刺激，也能給我們許多學習上的啟

發。根據這些經驗，我認為抓重點的最佳方式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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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技巧，並不是死守這些知識，而是全方面的拓寬

自己對課程與知識的理解。當較為全面的知識地圖

被建立起來後，剩下的只是一些細節上的練習與複

習。

和喜愛旅遊的朋友們交流，可以認識不同地區的文

化，加深對於不同文化的感受，因為有時候，我們

常會在一個地方待得過長而忘記世界的全貌，老是

以同個地方的框架思考問題。這時，何不跟隨這些

愛好旅行的朋友們一同去其他地方看看，來個深度

文化之旅？對於視野的開拓幫助相當大。

又或者與擅長料理的朋友一同開伙，除了可以磨練

煮飯技巧，更可以避免「料理天災」的發生，例如

飯菜不熟、調味過度、烤焦燒焦、東混西混、糖鹽

不分等。擅長料理的朋友除了能帶來美好的用餐體

驗外，還經常推薦許多不錯的餐廳、介紹行政主廚

的故事。除此之外，他們也會適時的提醒我們，什

麼時候適合吃什麼食材、什麼時候該去哪裡探索新

的美味料理。

「一樣米養百樣

人」， 能 相互幫

助的 好朋友一樣

也 有 成 千 上 百

種。儘管廣泛的

交友並非全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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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自己的力學》書封，圓神出版

社提供

好事，畢竟有些

朋友們 天 生 是 來

「還債」的 ，但

更 多 時候，廣泛

交友的 好處還是

比較多。

事實上 ， 能幫助

我 們 的「良師益

友」當然也不只

有 上述三種。 在

許多猶豫不決或

者生活的 小片段

中 ，跟朋友們商

討事情， 多聽聽

對方意見，常有

意想不到的收穫。

其中，在這麼多類型的朋友中，我認為有一類朋友

最令人印象深刻：「懂王」。他們堪稱是各個領域

裡，為我們開拓屬於自己知識領域與想法的「至聖

先師」。

（本文出自《自己的力學》，圓神出版，未經同意

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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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教授洪瀞：將挑戰當作一場人生坦克

車遊戲

2021-01-15 10:00  圓神出版社  / 文．洪瀞

「你必須得到一千分。因為只要誰先得到一千分，

誰就能獲得坦克車。」這個遊戲規則出 自 於 電影

《美麗人生》，片中父親對同處於集中營的五歲小

圖為洪瀞副教授。圓神出版社提供，黃家彥攝影



2021/1/15 成大教授洪瀞：將挑戰當作一場人生坦克車遊戲 | 心靈花園 | 生活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121484/5160284 2/12

童所虛構與創造出的「坦克車遊戲」，目的在於守

護他的幼小生命。 我們不難想像，二戰時期的集中

營該是何等糟糕的環境，困在裡頭的每個人都承受

著巨大壓力，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但是，儘

管在如此糟糕且壓力山大的環境裡，飾演父親的主

角，仍能絞盡腦汁、堅持不放棄希望，只為保護自

己心愛的孩子。

擷自 電影《美麗人 生》影片

最終他編造出了「坦克車遊戲」，讓必須依靠躲藏

才能求得生存的五歲小童，順利在這艱難、如同地

獄般的集中營裡生存下來。

事實上 ，這個「坦克車遊戲」的玩法一點也不輕

鬆，沒有一丁點遊玩的感覺，彷彿也看不到遊戲的

盡頭何在。對這名小童而言，要想獲得這一千分，

簡直難如登天。過程中，小童必須無時無刻堅守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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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不能思念自己的母親、還得耐住飢餓。正常來

說，要不是因為他以為自己只是在一場遊戲之中、

以為自己只是身處於一個夏令營裡，我們很難想像

一名五歲小童能在那樣的環境裡存活。因為，只要

他不小心犯了一丁點失誤，遊戲將隨時結束。我們

知道小童參與的從來都不是一場遊戲，由於他毫無

勞動能力，一旦被發現，就會被假借為洗澡的名義

送往毒氣室，所以這種種一切總特別揪心。

從電影裡可以看到，如何做才能讓這名小童在這場

坦克車遊戲一直玩下去，直到最後一刻呢？

一、讓小童深信這是場「現在進行式」的坦克車遊

戲，透過眼見為憑看到其他玩家。

二、告訴小童目前他的積分領先，且有最大的機會

贏得坦克車。

三、知會小童能夠隨時退出這場遊戲，但這也意味

著主動放棄即將獲得的坦克車大獎。

在艱難的情況下 ，父親始終能 在 小童面前強作鎮

定，讓小童深信他們仍在這個「坦克車遊戲」裡。

若從小童的角度去思考，我們會發現，儘管身處在

非常高壓、惡劣的環境與條件之中，只要他心裡不

這麼想，認為這只是場遊戲，那這就只是一場大家

搶著想獲得坦克車的遊戲罷了。



2021/1/15 成大教授洪瀞：將挑戰當作一場人生坦克車遊戲 | 心靈花園 | 生活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121484/5160284 4/12

從父親的角度思考，我們可以發現他對孩子和太太

充滿了愛，並堅信「不慌不忙，事情才能往好的方

向發展」，儘管我想他的內心其實正 在淌血哭泣

吧！恨不得自己有飛天遁地的能力，直接帶孩子離

開這個集中營地獄。

若想像成我們是一群正在進行「人生坦克車遊戲」

的迷茫玩家們，或許可以借鏡劇中的告誡與技巧：

一、想像自己正在進行一場「人生進步遊戲」。只

要左看右看後，不難發現周圍許多人都正積極努力

求進步中。或許會有技術不好的玩家，但我們很少

看到不願成長進步的玩家。

二、相信自己能隨時隨地離開，不會被一場遊戲絆

住手腳。有這樣的認知後，我們將知道條條大路通

羅馬，也因此能更容易發現那些被隱藏起來的康莊

大道。

三、告訴自己，不管在任何一場人生遊戲中，我們

的積分都是領先的、最有機會能獲得勝利。如此一

來，就不會過早放棄即將獲得的回報與勝利喜悅。

其實，很多 時候

我 們並不需要將

這些複雜的 心理

機制做任何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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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提供

理學連結。 在 大

部分 的情況下 ，

只要 能了解不同

的意見、 不抱持

固有 的 成見、願

意接受與接納不

同的想法， 不管

情況聽起來 多 可

笑、 多麼傻、 多

麼天馬行空，或

許將更 有 能力發

揮出超越自己所

預想的 能力。試

想， 小童若無法

受教和相信這場

虛構的坦克車遊戲，他也無法發揮出超乎五歲小童

能力以外的驚人潛力吧？最重要的是，他最終順利

的存活下來，如願見到他心目中的坦克車。

在現實中的許多時刻，我們無法選擇進行什麼樣的

人生進步遊戲，也無法在參加遊戲之前做好萬全的

準備。但任何一場人生遊戲中確實有這麼一招能幫

助我們，那就是將挑戰當作一場遊戲，並展現出自

身的堅持忍耐、努力付出，以及全然的用心。

相信善意謊言的我們，就算因此被當成是傻子也完

全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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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自己的力學》，圓神出版，未經同意

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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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被放棄的學生絕地大反攻 成大教授洪

瀞：善用轉換的威力

2021-01-15 10:50  圓神出版社  / 文．洪瀞

引擎的熱效率公式：輸出功率＝燃燒的熱能×引擎

效率

圖為洪瀞副教授。圓神出版社提供，高岫君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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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如果我們所燃燒的熱情，沒有經過適時的轉

換，將流於做白工，形成如廢棄的熱能或者混亂，

甚至使我們停滯不前，並帶來低潮。當前最重要的

燃料來源是汽油（原油），但如果無法經過良好的

轉換，石油的價值就不會被看到，也不會有被稱為

「黑金」的說法。屬於我們的「發動機」需要仰賴

自己打造，就像精美的藝術品一樣，需要透過一系

列的創作才能生成。沒有好的轉換，我們的價值也

有可能像石油一樣，無法被看到。

只要能有效善用熱情，讓它加乘良好的轉換率，都

能獲得不錯的成果，而不令能量流於無效的混亂。

如同引擎熱效率的轉換，每個人的成果公式或許也

可寫成以下：

你的能量＝你燃燒的熱情Ｘ你的發動機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要想好好創造

能量，則必須要有適合的轉換力。只要轉換得宜，

就算是很小的熱情也能很自然的創造出如超跑般的

結果。何不替自己調校出一部如同法拉利一般，蘊

含驚人爆發力的「發動機」呢？

原本要被放棄的學生，創造出絕地大反攻的結果

日常生活中難免會遇到解決不了的事情。這時若能

透過轉換力來改變心態或環境，等到不再執著、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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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尖時，再回過頭來處理，往往就能發現問題的

癥結點，找到方法並將它處理好。

有一天，我和助教在討論如何才能更好的指引情緒

低落的學生時，想起這名學生小嫻。一開始，我並

不是她的指導老師，但她卻鼓起勇氣發了一封信問

我：「老師，我能不能和您聊一聊？」

在聊天的過程中，我得知她是一名不適應學習現狀

的學生，常常因為無法達到標準而感到喪氣萬分。

她告訴我，在實驗室裡，研究數據常常像是在和她

開玩笑一般，總得不出正確的結果，也使她無法完

成實驗，因此被老師責備、被同學挪揄。她總覺得

自己與大家格格不入，無法和同學們順利相處。

在充滿挫敗的環境下 ，讓小嫻不禁懷疑自身的 能

力。原先抱持滿腔熱血與理想的她，漸漸對自己失

去信心。雪上加霜的是，因為進度緩慢，她的研究

題目就像迷失在大霧裡的一艘小船，看不到正確的

方向而停滯不前。

就在小嫻快被現實和負面情緒擊垮時，她做了一個

決定，她發信問我 ：「我 能 不 能換到老師的實驗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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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一開始我也沒有十足把握能幫助她。但我完全

可以體會她的無力感，以及她希望能獲得更多的幫

助與鼓勵。我並沒有用特殊的方法將小嫻從絕望的

泥淖中拉出來，只是選擇相信她的能力，盡我所能

替她爭取表現的機會。我知道小嫻或許對於研究、

數值模擬還不太熟悉，因此我選擇和她一起從研讀

基礎論文開始。

或許因為如此，小嫻不再需要擔心面對壓力來源的

舊環境，逐漸找回失去的自信。在適合自己的新環

境裡，得以實現抱負，實驗室生活也開始發光發

熱。短短一年內，她參與了國際研討會摘要投稿與

口頭報告，甚至完成了一直不太擅長的英文論文。

畢業時，小嫻除了獲得論文獎的肯定，也順利發表

兩篇相當有水準的學術期刊論文。一般而言，一名

博士要畢業的話，通常會被要求發表一篇具有一定

水準的學術期刊論文。小嫻能在短短一年的時間絕

地大反攻，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面對瓶頸如果無法轉換心境，可以試著換環境，突

破當前的困境。有時候越著急，就越會讓自己看不

清實際的狀況，內心會感到更糾結。

沉澱反思，調整

自己後再重新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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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自己的力學》書封，圓神出版

社提供

發 ，或許會 有意

想不到的收穫。

我 們應該用 正面

的眼光去看待迴

避，並善用轉換

的威力。決定離

開原本 的實驗室

並無對錯，只有

適不適合，事實

上 ， 小嫻從沒有

選擇逃避，也沒

有忘記當下 所面

臨的挑戰，她做

的事情很簡單，就只是將所處的環境，從不適合自

己的地方，轉換到適合的地方，進而突破限制，嶄

露頭角。

（本文出自《自己的力學》，圓神出版，未經同意

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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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最帥教授兒時模樣曝光！洪瀞：三人

行必有「懂王」

2021-01-15 09:11  圓神出版社  / 文．洪瀞

「懂王」，根據我 自己下 的註解，意指在眾人面

前，善於表現出「全知全能全懂」等強大氣場的一

般人 。 我 相信這是 一 個 有趣，且富有 正面意義的

圖為洪瀞副教授兒時模樣，洪爸爸攝影。右圖為洪瀞教授新書《自己的力
學》書封，圓神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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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儘管，懂王們難免遇到不懂裝懂、被打臉的時

刻，但他們總有不滅的熱情，相信「打腫臉，頭更

大」，才更顯尊貴、冰雪聰明，不吝於為大家開拓

知識領域與視野， 不管我 們喜不喜歡、想不想知

道，又或者在不在乎。

最有趣的是，更多時候是我們總搞不清楚懂王們到

底是「真懂」還是「假懂」，畢竟有太多事情，冷

知識也好，又或者是我們疏忽的美好事物，其實都

不是我們能夠理解或者懂的；因此，身旁要是能有

各領域的「懂王」們出沒，而自己又能虛心接受他

們的指點，對自身一定是有所幫助的。

一日和學生聊天時，我不經意提及了「懂王」這個

塵封已久的專有名詞。若要解釋這個專有名詞，可

得從我還在別稱為「大蘋果」的紐約求學時期說

起，當時自己身處於被為數眾多的「懂王」們環繞

的時期。

當時，在曼哈頓島西城區的角落裡，有著懂界少數

的 天王們存在 ， 我 們姑且稱呼他們 為「哥大三懂

王」。

「原來『懂王』不 分 文化喔！」學生聽到 我說出

「懂王」這個關鍵詞後，不經意的回應著，同時露

出感同身受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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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到最有名的『三懂王』，不管他們是否只是

善於裝懂，和他們相處時，總是能達到教學相長的

效果，因為他們都非常不吝於知識的分享。而且，

他們目前的成就和發展，也都相當令人欽佩，分別

在當今的大型科技公司任職，包含Google、蘋果、

亞馬遜、微軟、臉書等。」

「哇，看來這些懂王們是真懂！」學生大笑說著。

「或許我 可 以 分享一位自稱是 文藝懂王的故事。

『哥大三懂王』的故事或許有機會再說給大 家聽

吧！」我確實不是故意要賣關子，只是「懂王」的

故事不小心開講的話，大概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遙想在紐約蟄伏多年的我，對於當地的文化、美食

和熱門景點算是小熟。不過，大約只能用「知其一

二，卻不知還有三」來說明自己的淺薄。這個故事

要從「紐約曼哈頓橋下 ， 最浪漫的 DUMBO區」說

起。

「DUMBO」就是「Down Under the Manhattan B

ridge Overpass」的縮寫， 中 文或許可 以直譯為

「曼哈頓大橋下的地區」，非常簡單易懂。這個名

詞同時也與迪士尼裡非常著名、可愛的小飛象（Du

mbo）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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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知道DUMBO區是知名的觀光景點，但當時和朋

友們的了解卻也僅止於此，對於其文化歷史淵源，

完全沒有概念。感謝那位被打腫臉的「懂王」，以

及那位出手相教的「真藝文通」，我們才得以有機

會去深入了解這個充滿文藝氣息的曼哈頓大橋下地

區。

其實是我們不明白「懂王」的用心良苦

一天在朋友家中，大夥一起品嘗港式點心，還記得

那時候是九月中，甫開學不久。當我們還沉浸在暑

假的尾聲時，懂王開口了。

「你們聽過紐約的時尚丹波區的藝術節（The DUM

BO Arts Festival）嗎？要不要一起去看看？」懂王

興奮的說著。

「你是指，曼哈頓橋下的那個丹波（DUMBO）嗎？

那邊不是拍照打卡的聖地而已嗎？旁邊有一家很有

名的冰淇淋店，沒想到那邊也是舉辦藝術節的 地

點！」我有點似懂非懂的詢問著。在一旁吃著小籠

湯包的朋友也忍不住開口說道：「那是什麼？我完

全沒聽過耶！」

一群苦悶的理工科研究生們，通常對於文化季、藝

術節之類的基本一竅不通。相比之下，儘管懂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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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自嘲為一名理工宅男，但他總不會令我們失望，

常會分享許多關於紐約的藝文活動資訊。

當時，他見大多數的人一臉懵樣，開始露出了滿意

與開心的笑容，像是我們已經幫他舉好球似的，而

他隨時可以來個扣殺。

「丹波藝術節的歷史相當悠久，我記得第一屆表演

好像是在一九八七年，主辦的藝術相關演出包括戲

劇、舞蹈、音樂及歌劇， 可說是囊括了所 有類

型！」懂王突然霹靂啪啦的介紹起來。

沒想到，在懂王口沫橫飛之時，一位真正對紐約文

化有深入研究的同學打斷了他。「⋯⋯那個，丹波

藝術節是從一九九七年才開始舉辦的活動喔！而且

它並沒有主辦單位，一開始舉辦的目的只是為了讓

基層藝術家們能夠藉由這特殊的場景，彼此分享和

展示他們的藝術想法與創作。」

「喔⋯⋯那是我記錯了。對了，你們知道曼哈頓大

橋嗎？這座橋很有來頭喔！它是世界第一座由鋼鐵

製成 的懸索橋，也是完工當時世界上 最長的懸索

橋。它也曾出現在許多經典電影畫面中，如《曼哈

頓奇緣》《穿越時空愛上你》都可 以看到它的身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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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的應該是布魯克林大橋才對。」那位同學再

次糾正了懂王。

「好啦，先不說布魯克林大橋了！對了，我們找一

天去參加藝術節好嗎？」懂王秒回。儘管在不到片

刻之間，懂王被拆了兩次臺。但懂王不愧是懂王，

臉上始終掛著一抹自信的微笑。我想，失去這個微

笑的話，懂王將不再是懂王了。這個故事雖然聽來

詼諧有趣，但多虧有他，我們才能在生活中獲得許

多有趣的知識、認識更多的人事物。其實懂王的一

句話，除了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外，也引出真

正的高手來為大家講解正確的知識。後來，我和朋

友們真的去了丹波藝術節，有幸欣賞了許多難忘的

藝術表演。

或許，懂王並非我們想得那麼膚淺，畢竟他們願意

犧牲自己的形象，來為大家請出高手，讓我們有機

會學到更多呢！

（本文出自《自己的力學》，圓神出版，未經同意

禁止轉載。）



2021/1/15 「肥胖」導致新冠肺炎死亡風險提高48% 代謝症候群要當心 | 醫藥生技 | 商情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4/5176372 1/3

「肥胖」導致新冠肺炎死亡風險提高48% 代謝症候群要當心

全球疫情問題居⾼不下，越來越多研究證實，肥胖確實為新冠肺炎的關鍵危險因⼦之⼀，由美國
北卡羅來納⼤學教堂⼭分校(UNC)進⾏的研究發現，⾝⾼體重指數 (BMI)超過30的肥胖患者在⾯
對Covid-19各⽅⾯的⾵險均明顯提⾼，包括因Covid-19⽽⼊院的⾵險增加了113%，接受重症醫
療照護的機率提⾼了74%，因新冠病毒⽽死亡的⾵險更是增加了48%。

 

中央流⾏疫情指揮中⼼也指出肥胖恐為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新冠肺炎)和導致重
症的⾼⾵險因素之⼀，成⼤醫院研究團隊在《國際肥胖雜誌》發表資料顯⽰，肥胖者的⽩⾎球因
⻑期發炎，抵抗⼒受到抑制產⽣缺損。

 

2021-01-15 12:48 經濟日報 蘇璽文

圖：營養師林柏⾠強調，肥胖是很多疾病的危險因⼦，應多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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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肥胖就是⼀種體內慢性發炎狀態，除了可能合併代謝症候群外，如不改善，可能會加重肥
胖程度，進⽽嚴重暴露在肺癌威脅之下；⼀項英國研究特別提醒除了要持續開發⻑期性的免疫疫
苗外，更應該注意如何減少肥胖狀況，同時減少慢性發炎。

 

營養師林柏⾠說明，冬天正是瘦⾝好時機，根據⽇本學者研究發現，體溫上升1度，基礎代謝率會
提⾼13%，⽽近期寒流來襲，我們應該怎麼維持體溫呢？

營養師教你「綠⽩⿈」三招禦寒保暖好代謝 

• 綠⾊⿈⾦(⼭葵)：⼭葵中特有的植物營養素具有促進⾎液循環、促進⾷欲、助消化等作⽤；其他
⾟⾹料，如辣椒、⽣薑、咖哩等也有類似作⽤。

• ⽩蔘(花旗蔘)：⽩蔘溫補不上⽕，適合當作⻑期養⽣保健之⽤，可改善氣虛、有氣無⼒、怕冷、
精神差等症狀；對於⼿腳冰冷的⼈，可促進代謝。

• ⿈⾊酵⺟(Ｂ群)：維⽣素Ｂ群是體內代謝過程中重要的輔酶，⽽現代⼈因為壓⼒⼤，維⽣素Ｂ群
消耗快，提醒⼤家應該要特別攝取內臟類、深綠⾊蔬菜、全穀類等⾷物來源，有助於達到每⽇攝
取量。

  

營養師林柏⾠進⼀步補充，國健署建議輕度到中度肥胖⾸重調整飲⾷及運動⽣活，可尋求專業醫
學團隊⼀起討論，找出最適合⾃⼰的減重⽅式，建議⼤家⽴即⾏動，尋求專業營養師協助，幫助
你維持理想體重，遠離疾病⾵險。

（⽂章來源：營養師 林柏⾠）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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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蔡清欽／台南報導】 2021/01/15

成醫友善藥袋2.0 病友更了解藥品和用法

▲鄭黃柏喻說，成醫推友善藥袋2.0新藥袋（左）重要資訊字體放大，並以圖示提醒吃藥時

間，供患者參酌使用。（記者蔡清欽攝）

想了解⾃⼰的藥物，可以從藥袋上的說明獲得，成⼤醫院藥劑部重新設計友善藥袋2.0，幫
助⺠眾更清楚瞭解⾃⼰的藥品和⽤法，除了將藥品的⽤法⽤量為放⼤粗體字，還有藥師⼿繪
卡通圖⽰，藥袋左上⾓則彙集看診科別等資訊，⽅便⺠眾整理⽬前使⽤的藥品。

最近天氣變化，有位⺠眾氣喘⼜發作，時常喘不過氣，發現吸⼊劑根本噴不出藥，慌張地到
藥局諮詢窗⼝詢問。原來這位⺠眾匆忙返家，忘了諮詢藥師⽤法，回家試按許多次，卻沒有
半點動靜，懷疑拿到壞掉的吸⼊劑。現場操作後，藥師發現這位⺠眾將吸⼊劑上下拿顛倒！

成⼤醫院藥劑部藥師鄭⿈柏喻指出，像這樣對藥物⽤法不清楚的情況，時常在諮詢窗⼝上
演，為了讓⺠眾更清楚瞭解⾃⼰的藥品和⽤法，院⽅推出友善藥袋2.0，除了將藥品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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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為放⼤粗體字，還有藥師⼿繪卡通圖⽰，如「黎明雞啼」代表早上、「星星⽉亮」代表
晚上，⺠眾都說「字變⼤了，還有圖⽚！很清楚！」。

鄭⿈柏喻表⽰，藥袋右下⾓的QRCode，掃描後可以連結到藥劑部衛教單張及藥品資訊，包
括為什麼要使⽤、如何使⽤、注意事項等，內容有中英雙語版本，還可以語⾳朗讀，⽂末可
以連結相關疾病⽤藥介紹簡報或衛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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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腿痠痛就診檢查 發現竟是「⾁癌」並已跑到肺
部！

▲成⼤醫院⿈盈慈醫師指出，⾁癌」在惡性腫瘤中是⽐較少⾒的癌別，其治療⾮常複雜，包括⼿術切
除、抗癌藥物及放射治療，都需要多專科診療團隊共同會診治療。（圖／記者林悅翻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位52歲⼥⼦，因為右腿持續痠痛就診檢查，意外發現右腿及肺部都有腫瘤，經轉診

到成⼤醫院，影像及切⽚證實竟是少⾒的是右腿軟組織「⾁癌」合併肺部轉移，經進

⾏跨部⾨醫療⼿術，⽬前治療中。

成⼤醫院腫瘤醫學部腫瘤內科⿈盈慈醫師表⽰，針對此⼀病⼈，成⼤醫院⾻⾁癌多專

科團隊召開會議，經過各專科醫師的評估，決定跨部⾨整合醫療資源，並協調了治療

先後次序，先進⾏了4次的前導性化學治療，影像評估右腿及肺部腫瘤確實縮⼩，⾻科

和胸腔外科接著先後進⾏右腿腫瘤和肺部轉移的⼿術切除。⽬前患者術後調養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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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預計就右腿原發部位進⾏放射治療加強局部控制，並完成化學治療療程，期待讓原

來第四期的⾁癌患者，能達到幾乎腫瘤消除的狀態。

⿈盈慈醫師指出，「⾁癌」在惡性腫瘤中是⽐較少⾒的癌別，⼤約僅占所有癌症的

1％。⽽其治療⾮常複雜，包括⼿術切除、抗癌藥物及放射治療，都需要多專科診療團

隊共同會診、開會討論，以整合專家意⾒和醫療資源，予以正確的病理診斷和分期，

提供病⼈專屬的治療計畫，並減少與治療相關的併發症及後遺症。

鑒於南部地區較缺乏⾻骼與軟組織⾁癌相關的照護團隊，成⼤醫院癌症醫療品質委員

會2020年1⽉正式提案成⽴⾻骼及軟組織⾁癌醫療團隊，成員包括腫瘤內科、外科

（根據腫瘤部位，包括⾻科、整形外科、⼀般外科、胸腔外科等）、放射腫瘤科、放

射科，以及病理科專家，以提升本院⾻骼與軟組織⾁癌病患的醫療照護品質。

⿈盈慈醫師指出，「⾁癌」分成「惡性⾻腫瘤」和「軟組織⾁癌」。惡性⾻腫瘤較常

⾒於兒童及⻘少年，主要⻑在⾻頭部位，尤其是上下肢的⻑⾻或⾻盆；⽽軟組織⾁癌

⼀半以上發⽣在成年⼈，可能發⽣在⾝體的任何部位，常⾒包括肢體、軀幹、頭頸，

以及後腹腔。⿈盈慈醫師表⽰，⾁癌的種類⾮常多，⼤多數⾁癌的致病機轉不明，少

數與遺傳、環境（如輻射暴露）等因素有關，常⾒的轉移部位包括肝臟和肺臟。她提

醒指出，若發現⾝上逐漸變⼤的不明腫塊，要尋求醫療評估，以能早期診斷、早期治

療。由於是少⾒的癌別，過去⾁癌抗癌藥物的選擇很少，常常健保也沒有給付，但隨

著醫療進步，陸續有新的⾁癌治療藥物，有些也拿到健保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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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年紀的男人要注意！頭皮切割性蜂窩組織炎
2021/01/15 08:58:00

記者李鴻典／台北報導

30歲明哥的頭皮 後枕葉和頭頂區，近幾年時常有反覆發作的凹凸不平隆起，除了偶爾會癢及反覆疼痛外，頭皮隆起處最近也有掉髮的現象。明哥
曾在幾家診所求診，接受過口服藥物及局部引流治療，但症狀仍持續反覆發作且未改善，因而轉診成大醫院皮膚科接受進一步檢查。經皮膚切片檢
查，確診為「頭皮切割性蜂窩組織炎，在接受規則口服藥物及局部頭皮疤痕切除手術治療後，臨床癢痛症狀及外觀均逐漸改善。

▲圖(一)：年輕男性 於頭頂單一隆起病灶，伴隨落髮之現象；圖(二)：年輕男性於頭頂及枕區數個隆起病灶，亦有落髮之情形。（圖／翻攝自成
大醫院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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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皮膚部劉威廷醫師表示，「頭皮切割性蜂窩組織炎」好發於18-40歲的男性，病程發展緩慢，其臨床特徵一開始是以毛囊周圍的小膿疱 
來表現，反覆發作後，漸漸演變為疼痛且可能會化膿的結節。多個單一病灶反覆發炎，會在頭皮底下彼此相互連成互通的瘻道，並伴隨不等程度搔
癢或疼痛之症狀。

「頭皮切割性蜂窩組織炎」的確切病因未明，劉威廷醫師說，可能和毛囊角質代謝異常導致的毛囊阻塞有關，所以病人常合併有其他毛囊阻塞之疾
病，包含聚合性痤瘡、化膿性汗腺炎及藏毛竇等。而反覆發炎之後，因為毛囊被嚴重破壞，常會造成落髮及隆起之疤痕組織，導致原發性疤痕性禿
髮，影響外觀。

劉威廷醫師指出，「頭皮切割性蜂窩組織炎」的治療，主要在降低局部發炎反應及毛囊阻塞，及避免續發性感染。急性發炎若伴有化膿病灶，可考
慮簡單的引流處置，而在發炎期過後剩下難看的隆起疤痕，則可考慮手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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