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20 成大不分系準新生立志 黃靖傑決志空污防制研究 | 蕃新聞

n.yam.com/Article/20200220685101 1/3

首頁 > 即時新聞

成大不分系準新生立志 黃靖傑決志空污防制研究

大成報／于郁金 2020.02.20 14:05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連凱斐/臺南報導】高雄林園高中中油班學生黃靖傑尚未畢業，已

透過成功大學不分系特殊選才管道成為成大109學年的準新生；黃靖傑在寒假期間參加

成大為期5天「大高雄跨領域體驗營」，感受到豐沛的學術氣息與資源，下定決心未來

要在成大深度且廣泛學習；不分系沒有既定的修課綱要，家住林園黃靖傑有感於空氣品

質對環境與健康重要，立定志向要朝減緩空污的研究目標發展。 

小學三年級時靖傑的父親去世，深感母親獨力照顧家庭的艱辛，他的人生觀比同齡孩子

成熟，積極進取，努力上進；國中就讀林園高中國中部，進入數理資優班後養成自主學

習態度，也開啟了多元發展潛能。 

國中升高中時，黃靖傑一心想幫忙減輕家裡經濟負擔，選擇原校高中部免學雜費的中油

產學班，所考量的是，讀中油班有機會申請中油獎學金貼補家用，且中油班讀書風氣也

不錯，能讓他專注學習。 

讀高一時，他已經開始思考空污改善的研究，在參訪中油廠區過程觸動了改進汽機車排

放廢氣的想法；黃靖傑在化學講義上看到計算碳氫氧化合物實驗，心想既然氫氧化鈉可

吸收二氧化碳，應該也能適用其他鹼性化合物，自行查詢資料後著手設計實驗，試著透

過鹼性化合物去吸收汽機車排放的氣體，寫成小論文投稿，獲得全國高中小論文比賽甲

等。 

高二時，黃靖傑進一步提出以無人載具搭載PM2.5感測器去做空氣品質偵測，並搭配物

聯網的概念以即時通報相關單位，甚至可以用群飛的技術定位出哪一間工廠在排放污染

源，此一專題獲得全國高中職學生新興科技物聯網創意競賽優等；後來也嘗試以二氧化

碳感測器去偵測汽機車排放出來的氣體，同時也結合物聯網的概念，另做出一篇專題參

與高雄市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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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議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等自動學習過程，讓黃靖傑學到更多知識與技術，也更

加確定日後想走的目標與方向：今年(109年)9月進成大後，他也將秉持自主學習的態

度，在不分系裡盡情學習與發展。 

決定讀成大，放棄了高中畢業即可進入中油上班機會；黃靖傑感謝母親的支持，讓他朝

向心中的目標邁步前進。「媽媽的愛，給了我無比的溫暖與向上動力。」黃靖傑說，民

國100年父親走後，母親擔任清潔隊員，每天日曬雨淋，雖然之後轉為室內工作，但也

要搬扛重物，導致腳底板發炎；媽媽如此辛苦撫養著他和哥哥，靖傑心裡非常不捨，很

想幫忙分擔家計，但母親不要他上班賺錢幫忙養家，只求好好讀書別變壞。 

黃靖傑指出，報名成大不分系特殊選才的動機，有一部分原因是老師無形中帶來影響；

高中專題指導老師龔志明是成大校友，上課時會分享大學生活，讓他對成大很嚮往；國

中數理班導師葉建志也是成大校友，國二時就曾帶班上同學至成大魔法學校參訪，在當

時就感受到成大友善校園環境，而接觸到的成大學生又是那麼的親切和善，種下對成大

的好感。 

準成大人的黃靖傑，深信未來4年在這所心儀大學裡，一定能有廣泛且深入的收穫，人

生有更美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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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成功大學校友會募集教科書資源，助北台南學童

擁抱知識。

你開書單來 我們買給你 成大校友會助北台南學童擁抱知識
孫曉倫／南市

2020/2/20

 【記者孫曉倫／南市報導】「你開

書單來，我們買給你」，19日台南市

成功大學校友會副會長張簡永祥偕同

十位校友親至北台南家扶舉辦「照亮

家扶兒，擁抱知識，擁抱希望贈書見

面會」，張簡永祥表示感受弱勢孩子

在學習資源上的不足，故特別針對

100名家扶兒擬訂客製化的贈書計

劃，獲校友們的熱烈反應，經統計共送出1,085本的參考書，校友們也十分貼心分

區送交兒少手中，本次在新營區受贈的計有30名孩子。

 負責這次贈書規劃及執行的校友會副會長張簡永祥說，對於積極想升學的孩子而

言，參考書就如同吃飯一樣，是必需品，不過，吃飯是一定得吃，但書錢在不得已

情況下，可能必須被省下來。因此希望孩子們不要為了省書錢，而減損到升學的競

爭力，而有了「你開書單來，我們買給你」的贈書計劃。

 在計劃確認後，家扶的社工即開始推薦適合學生名單，並給予學生可自由到升學

書局網站或附近實體書店，挑選下學期的參考書或國文英文課外延伸輔助工具書，

每位學生也都很珍惜這次難得的機會，很認真地挑選所需的書籍，並完成書單的填

寫。校友會再依每位學生書單向書局或出版社採購後，昨日由即將於3月接任下屆

校友會會長的張簡永祥帶領10位校友們前來新營舉辦贈書見面會，校友們親手將參

考書一一送給位於新營區的30位家扶孩子們。

 一向非常支持成功大學且熱心弱勢公益的榮譽校友，同時也是事業有成的全國連

鎖志光公職教育集團總裁林進榮表示，家扶扮演著社會安定的角色，在多數家庭陷

入困境時，家扶及時伸出溫暖的手，陪伴過無數家庭及孩子，能透過贈書計劃，加

強孩子們的升學競爭力，讓孩子們多一份教育學習資源的支持即是多一份希望，期

許孩子們能有機會突破家庭和環境的困境，透過教育翻轉人生。

 目前就讀家齊女中一年級的蔡同學表示，因成長於單親家庭再加上母親的工作不

穩定，生活清苦，也不敢上補習班，國三時是靠著拼命寫題本及看教科書才取得不

錯的會考成績，自學對她而言很重要，能獲贈參考書及工具書十分高興。

 北台南家扶扶委會副主委鄭淑秋對成大校友會的貼心贈書規劃表達萬分感謝，並

表示家扶推動助學希望工程今年滿30年，透過助學金協助兒少註冊費幫助孩子能順

利升學，已造就出無數青年才俊，他們也正用一己之力回饋社會，相信成大校友會

會長林鴻琦愛心推廣的贈書計劃，定可為孩子的學習多開一扇窗，也會讓愛的種子

開出更多美麗的花朵。成大校友會也表示在這次贈書試辦後，會檢視贈書更精確的

效率及效益並將在校友會內宣傳號召，希望每學期都能繼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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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家扶兒升學 成大校友贈參考
書

2020-02-20

成大校友會副會長張簡永祥（右）致贈參考書給家扶兒。 （記者翁聖權

攝）

 記者翁聖權／新營報導

 北台南家扶中心十九日上午舉辦「擁抱知識─照亮家扶兒贈書會」，

由成大校友會副會長張簡永祥將學童需要的一千餘本參考書，分別致贈

給三十名家扶兒，希望能幫助他們學習課業與知識。

 張簡永祥表示，成大校友會感受弱勢孩子在學習資源上的不足，特別

針對一百名家扶兒擬訂客製化的贈書計劃，「你開書單來，我們買給

你」，經統計共送出一千零八十五本參考書，成大校友十分貼心分區送

交兒少手中，在新營區受贈的計有三十名孩子。

 張簡永祥說，對於積極想升學的孩子而言，參考書就如同吃飯一樣，

是必需品，吃飯是一定得吃，但書錢在經濟不允許下，可能被省下來。

由於希望孩子不要為了省書錢，而減損到升學的競爭力，所以成大校友

會有了「你開書單來，我們買給你」的贈書計畫。

 目前就讀家齊女中一年級的蔡同學表示，因成長於單親家庭，加上母

親工作不穩定，平日生活清苦，不敢上補習班。國三時靠著拚命寫題本

及看教科書，才取得不錯的會考成績，自學對她而言很重要，能獲贈參

考書及工具書十分高興。

 北台南家扶扶幼副主委鄭淑秋對成大校友會貼心贈書表達萬分感謝，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1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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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表示家扶推動助學希望工程今年滿三十年，透過助學金協助兒少註冊

費幫助孩子能順利升學，已造就出無數青年才俊，他們也正用一己之力

回饋社會，相信成大校友會推廣的贈書計畫，定可為孩子的學習多開一

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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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你要的書 成大校友會客製助北台南家扶兒圓

夢

2020-02-19 19:59  聯合報  / 記者謝進盛／台南即時報導

「喜歡嗎？我們買給你（妳）」成大校友會助北台南家扶兒圓

夢，為100名家扶兒擬訂客製化的贈書計畫，今前往北台南家

扶共送出1千085本的參考書，親自送到家扶兒手上，過程溫

馨。

成功大學校友會副會長張簡永祥（右一）偕同校友親至北台南家扶舉辦「照亮家扶兒，擁

抱知識，擁抱希望贈書見面會」，贈書給家扶兒。記者謝進盛／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2MT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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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校友會副會長張簡永祥偕同10名校友親至北台南家扶

舉辦「照亮家扶兒，擁抱知識，擁抱希望贈書見面會」，張簡

永祥表示，感受弱勢孩子在學習資源上的不足，活動受到校友

們熱烈響應。

張簡永祥說，對於積極想升學的孩子而言，參考書就如同吃飯

一樣，是必需品，不過，吃飯是一定得吃，但書錢在不得已情

況下，可能必須被省下來。因此希望孩子們不要為了省書錢，

而減損到升學的競爭力，而有了「你開書單來，我們買給你」

的贈書構想。

經確認後，家扶社工即開始推薦適合學生名單，並給予學生可

自由到升學書局網站或附近實體書店，挑選下學期的參考書或

國文英文課外延伸輔助工具書，每位學生也都很珍惜這次難得

的機會，很認真地挑選所需的書籍，並完成書單的填寫。

校友會再依每名學生書單向書局或出版社採購後，由下月將接

任下屆校友會會長的張簡永祥帶領10位校友們前來新營舉辦贈

書見面會，校友們親手將參考書一一送給位於新營區家扶孩子

們。

高一蔡姓學生表示，出身單親家庭且母親的工作不穩定，生活

清苦，也不敢上補習班，國三時是靠著拼命寫題本及看教科書

才取得不錯的會考成績，自學對她而言很重要，能獲贈參考書

及工具書十分高興。

成大榮譽校友、全國連鎖志光公職教育集團總裁林進榮表示，

家扶扮演著社會安定的角色，在多數家庭陷入困境時，家扶及

時伸出溫暖的手，陪伴過無數家庭及孩子，能透過贈書計畫，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D%87%E5%AD%B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AB%B6%E7%88%AD%E5%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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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孩子們的升學競爭力，讓孩子們多一份教育學習資源的支

持即是多一份希望，期許孩子們能有機會突破家庭和環境的困

境，透過教育翻轉人生。

成大校友會助北台南家扶兒圓夢，為家扶兒擬訂客製化的贈書計劃。記者

謝進盛／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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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友會至北台南家扶舉辦「照亮家扶兒，擁抱知識，擁抱希望贈書見

面會」。記者謝進盛／攝影

升學 競爭力 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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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台南成功大學校友會募集教科書資源
助北台南家扶學童擁抱知識
Posted By: TainanTalk  二月 19, 2020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你開書單來，我們買給你」，今(19)日台南市成功大學校友
會副會長張簡永祥偕同十位校友親至北台南家扶中心舉辦「照亮家扶兒，擁抱知識，擁

抱希望贈書見面會」，張簡永祥表示，感受弱勢孩子在學習資源上的不足，故特別針對

100名家扶兒擬訂客製化的贈書計劃，獲校友們的熱烈反應，經統計共送出1,085本的參
考書，校友們也十分貼心分區送交兒少手中，本次在新營區受贈的計有30名孩子。

（圖說）成功大學校友會及北台南家扶中心學童贈書後合照。（記者鄭德政攝）

負責這次贈書規劃及執行的校友會副會長張簡永祥說，對於積極想升學的孩子而言，參

考書就如同吃飯一樣，是必需品，不過，吃飯是一定得吃，但書錢在不得已情況下，可

能必須被省下來。因此希望孩子們不要為了省書錢，而減損到升學的競爭力，而有「你

開書單來，我們買給你」的贈書計劃。

在計劃確認後，家扶的社工即開始推薦適合學生名單，並給予學生可自由到升學書局網

站或附近實體書店，挑選下學期的參考書或國文英文課外延伸輔助工具書，每位學生也

都很珍惜這次難得的機會，很認真地挑選所需的書籍，並完成書單的填寫。校友會再依

每位學生書單向書局或出版社採購後，昨日由即將於3月接任下屆校友會會長的張簡永祥
帶領10位校友們前來新營舉辦贈書見面會，校友們親手將參考書送給位於新營區30位家
扶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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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負責這次贈書規劃及執行的成大校友會副會長張簡永祥（右一）。（記者鄭德

政攝）

一向非常支持成功大學且熱心弱勢公益的榮譽校友，同時也是事業有成的全國連鎖志光

公職教育集團總裁林進榮表示，家扶扮演著社會安定的角色，在多數家庭陷入困境時，

家扶及時伸出溫暖的手，陪伴過無數家庭及孩子，能透過贈書計劃，加強孩子們的升學

競爭力，讓孩子們多一份教育學習資源的支持即是多一份希望，期許孩子們能有機會突

破家庭和環境的困境，透過教育翻轉人生。

目前就讀家齊女中一年級的蔡同學表示，因成長於單親家庭再加上母親的工作不穩定，

生活清苦，也不敢上補習班，國三時是靠著拼命寫題本及看教科書才取得不錯的會考成

績，自學對她而言很重要，能獲贈參考書及工具書十分高興。

北台南家扶扶委會副主委鄭淑秋對成大校友會的貼心贈書規劃表達萬分感謝，並表示，

家扶推動助學希望工程今年滿30年，透過助學金協助兒少註冊費幫助孩子能順利升學，
已造就出無數青年才俊，他們也正用一己之力回饋社會，相信成大校友會會長林鴻琦愛

心推廣的贈書計劃，定可為孩子的學習多開一扇窗，也會讓愛的種子開出更多美麗的花

朵。

成大校友會表示，在這次贈書試辦後，會檢視贈書更精確的效率及效益，並將在校友會

內宣傳號召，希望每學期都能繼續舉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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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成功大學校友會募集教科書資源幫助北

台南學童擁抱知識

【記者邱仁武／台南報導】「你開書單來，我們買給你」，19日台南市成功大學校友會副會長張簡永
祥偕同十位校友親至北台南家扶舉辦「照亮家扶兒，擁抱知識，擁抱希望贈書見面會」，張簡永祥表

示感受弱勢孩子在學習資源上的不足，特別針對100名家扶兒擬訂客製化的贈書計劃，獲校友們的熱
烈反應，經統計共送出1,085本的參考書，校友們也十分貼心分區送交兒少手中，本次在新營區受贈的
計有30名孩子。 
 負責贈書規劃及執行的校友會副會長張簡永祥說，對於積極想升學的孩子而言，參考書就如同吃飯一
樣，是必需品，不過，吃飯是一定得吃，但書錢在不得已情況下，可能必須被省下來。因此希望孩子

們不要為了省書錢，而減損到升學的競爭力，而有了「你開書單來，我們買給你」的贈書計劃。 
 在計劃確認後，家扶的社工即開始推薦適合學生名單，並給予學生可自由到升學書局網站或附近實體
書店，挑選下學期的參考書或國文英文課外延伸輔助工具書，每位學生也都很珍惜這次難得的機會，

很認真地挑選所需的書籍，並完成書單的填寫。校友會再依每位學生書單向書局或出版社採購後，昨

日由即將於3月接任下屆校友會會長的張簡永祥帶領10位校友們前來新營舉辦贈書見面會，校友們親
手將參考書一一送給位於新營區的30位家扶孩子們。 
 一向非常支持成功大學且熱心弱勢公益的榮譽校友，同時也是事業有成的全國連鎖志光公職教育集團
總裁林進榮表示，家扶扮演著社會安定的角色，在多數家庭陷入困境時，家扶及時伸出溫暖的手，陪

伴過無數家庭及孩子，能透過贈書計劃，加強孩子們的升學競爭力，讓孩子們多一份教育學習資源的

支持即是多一份希望，期許孩子們能有機會突破家庭和環境的困境，透過教育翻轉人生。 
 目前就讀家齊女中一年級的蔡同學表示，因成長於單親家庭再加上母親的工作不穩定，生活清苦，也
不敢上補習班，國三時是靠著拼命寫題本及看教科書才取得不錯的會考成績，自學對她而言很重要，

能獲贈參考書及工具書十分高興。 
 北台南家扶扶委會副主委鄭淑秋對成大校友會的貼心贈書規劃表達萬分感謝，並表示家扶推動助學希
望工程今年滿30年，透過助學金協助兒少註冊費幫助孩子能順利升學，已造就出無數青年才俊，他們
也正用一己之力回饋社會，相信成大校友會會長林鴻琦愛心推廣的贈書計劃，定可為孩子的學習多開

一扇窗，也會讓愛的種子開出更多美麗的花朵。成大校友會也表示在這次贈書試辦後，會檢視贈書更

精確的效率及效益並將在校友會內宣傳號召，希望每學期都能繼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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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成功大學校友會募集教科書資源幫助北台南學童擁抱知識。（記者邱仁武／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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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就是力量，成功大學校友會替百位家扶兒打造客製化的贈書計畫，送出千餘本書，

提升孩子們的競爭力，更希望透過教育翻轉人生。（莊曜聰攝）

成大校友會贈書家扶兒 百人受惠成向學動力
中時 莊曜聰17:36 2020/02/19

成功大學校友會替百位家扶兒打造客製化的贈書計畫，送出千餘本書，提升孩子們的競

爭力，更希望透過教育翻轉人生，在新營區就有30位學子受惠。（莊曜聰攝）

知識就是力量，台南市成功大學校友會發起活動，特別替100位家扶學子打造客製化的贈

書計畫，要送給他們上課用的工具書，獲得校友們熱烈回應，也讓孩子們開出書單，

後總共送出1085本參考書，並趕在開學前分區交到小朋友手中，19日贈書列車開到北台

南家扶，在新營區就有30個孩子受惠。

成大校友會副會長張簡永祥負責這次計畫，他表示參考書對於想升學的孩子就像吃飯一

樣是必需品，但差異在於餓了一定要吃飯，但買書的支出在不得已的狀況下可能會被省

下來，相對降低了競爭力，才有了「你開書單來，我們買給你」的想法。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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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計畫後，由家扶的社工人員推薦名單，讓孩子們在升學書局網站及住家附近的實體

書店，挑選下學期的參考書或國文、英文的客外延伸輔助工具書，校友們再認養孩子們

開出的書單，向書局、出版社採購，再發送給孩子們。

榮譽校友、志光公職教育集團總裁林進榮說，家扶在多數家庭陷入困境時，及時伸出溫

暖的手，透過這次贈書計畫，讓孩子們多一份支持，就多一份希望，期許孩子們能突破

家庭和環境的困境，藉著教育翻轉人生。

就讀家齊女中一年級的蔡同學是單親家庭，加上媽媽工作不穩定，經濟抓襟見肘，國中

時都無法上補習班，靠著反覆練習考古題跟背誦教科書，會考才取得不錯成績，能獲贈

參考書對她的自學很有幫助，她認為成功只有靠努力，沒有捷徑，希望向學可以扭轉生

活，活出喜歡的人生。

(中時 )

#孩子 #家扶 #參考書 #計畫 #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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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技轉UNICHARM綁髮架 造福身障者

成⼤技轉育成中⼼第⼆屆創新圓夢計畫下，兩年來，總計補助近50個新創團
隊，其中不乏多組具潛⼒新創團隊，由四位成⼤⼯設系⼥同學所組成的SMLK

團隊，以⼀款UNICHARM綁髮架，不僅讓⾝障者單⼿也能創造獨⼀無⼆的魅
⼒，更具善盡⼤學社會責任的新創概念，受到市場矚⽬。

UNICHARM綁髮架，主要是⼀款協助獨臂者能⾃⾏完成綁頭髮的⼩⼯具，團
隊起初概念是以⾝障者出發，構思友善的⽣活產品，因緣際會發現獨臂者在
髮型上愛美，卻總是只能仰賴他⼈幫忙的需求。

2020-02-20 09:38 經濟日報 張傑

讚 0 分享 Y ⽤LINE傳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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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綁頭髮本⾝就需要雙⼿操作，因此對於只有單⼿的他們來說，學習綁⼀
個簡單的⾺尾，過程相當⾟苦、甚⾄需要花數年時間，不斷的學習和練習，
很多⼈甚⾄會因此放棄喜愛的⻑髮。

SMLK團隊希望透過設計⼀款UNICHARM綁髮架，讓獨臂者也能隨⼼所欲的
打扮，不再因為⾝體的限制⽽放棄愛美的權利，更希望藉由設計，喚起⼤眾
對於⾝障者權⼒的重視，「我們可以的，獨臂者也⼀樣可以！」這是團隊的
初衷。

研發過程中，從前期的使⽤者研究，到設計討論和後期產品測試體驗，皆邀
請獨臂者⼀同參與，經過多次的改良和使⽤者實測，⽬前獨臂者可藉由

四位成⼤⼯設系⼥同學所組成的SMLK團隊，具善盡⼤學社會責任的新創概念，受到市場矚⽬。  張傑 /攝

影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0/02/20/99/7491261.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2020/2/20 成大技轉UNICHARM綁髮架 造福身障者 | 產學研訓 | 商情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3/4357432 3/3

UNICHARM綁髮架，獨⾃完成漂亮⼜整⿑的⾺尾造型，且半⼩時內即可上
⼿，還能創造⾼⾺尾、雙⾺尾、公主頭、辮⼦等多種以往無法達成的髮型變
換，致⼒實踐初衷，滿⾜獨臂者想隨⼼所欲打扮的渴望。

團隊期待UNICHARM綁髮架將來不僅僅是獨臂者專屬的產品，甚⾄發現，其
實現在許多⼥孩⼦，常常出⾨前要梳妝打扮，⼀⼼多⽤，該款UNICHARM綁
髮架也許經過再設計，很有機會成為懶⼈綁髮好幫⼿，兼具社會價值與通⽤
性設計的產品，頗具市場價值。

團隊很感謝在設計過程中，接觸到的所有⾝障者，在此期間，在技轉育成中
⼼的圓夢計畫協助下，學習到不同類型的創業課程，譬如說，資本募集、公
司經營及市場問卷調查、⾏銷業務等資訊。

⽬前團隊正專注在進⾏UNICHARM綁髮架的量產籌備，未來希望產品能與相
關⾝障機構與政府單位進⾏合作與推廣，甚⾄躍上國際舞台，讓更多的⾝障
朋友，能享⽤許多⽣活便利性及愛美⾃信的權利。

新創團隊﹒技轉育成中心﹒髮型﹒綁髮架﹒身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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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人工智慧應用成為防疫利器
工商 杜蕙蓉18:05 2020/02/19

新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台灣醫界聯盟執行長林世嘉指出，AI是未來醫療健康領域不可或

缺的工具，應推動跨領域及跨部會的合作，結合產官學與社會，加速人工智慧應用成為

防疫利器。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今（19）日辦理數位醫療商業模式座談會系列一人工智慧，衛生福

利部施養志技監致詞時指出，透過遠距設備、平板電腦、醫院機器人等的協助，減少醫

護人員與病患的直接接觸，便能降低感染的風險，這是防疫結合智慧科技可以帶來的益

處。

林世嘉以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利用基因變異搜尋引擎，判讀最新冠狀病毒的可能用藥列表

及成大醫院開發的AI決策輔助系統為例，指出AI是未來醫療健康領域不可或缺的工具，

必須結合各方資源和跨部會整合，發揮AI效益。

此次座談會邀請交通大學趙昌博教授、宏智生醫翁昌新技術長、偉薩科技洪崇凱執行

長、醫守科技龍執行長、中研院曹昱博士、中央大學蔡宗翰教授參加。與會各方同意未

來透過組產學聯盟的形式，結合各方資源，加速AI應用。

趙昌博以其團隊研發之非侵入式之血流感測器為例，結合台灣PPG（光學感測血流狀況

技術）感測器上、中、下游相關產業，包含LED物件研發、晶片設計、軟硬體研發、產品

製作及醫療保健通路，整合台灣半導體及醫療優勢，產生衍生投資、形成新產業鏈。

宏智生醫為北科大和仁寶合作於2018年成立，以穿戴式腦波儀預測患者憂鬱症徵狀，翁

昌新指出，未來將這些技術應用於醫院、健檢中心、甚至設置直營診所、或與企業合作

納入員工福利計畫等方向努力。

偉薩科技透過其數據分析程式（軟體）及運算加速晶片（硬體），提供服務包含網站記

錄、物聯網感測器資訊、基因序列等，速度較既有技術提升三至六倍。

洪崇凱指出，偉薩科技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國網中心合作，提升國家精準醫療計畫中基因

資料運算的速度。

北醫新創公司醫守科技推出「藥御守MedGuard」，分析13億筆電子病歷、健保資料庫

等醫療Real World Data，引入機器學習技術偵測錯誤或不適當處方，並於醫師開藥時給

予警示。龍安靖執行長指出，團隊利用健保資料庫，把六萬筆資料進行配對與關聯性訓

練，目前投入於北醫附醫、雙和醫院和萬芳醫院，超過250名醫師使用此系統。

(工商 )

#AI #醫療 #執行長 #偉薩 #研發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55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AI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9%86%AB%E7%99%82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5%9F%B7%E8%A1%8C%E9%95%B7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5%81%89%E8%96%A9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7%A0%94%E7%99%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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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防疫前線紀事】12A病房最前線：最暖心的戰場

文／柯乃熒(成大醫學院護理系教授，成大醫院護理部及感染科兼任督導長)

12A 病房是成大醫院 2003 年 SARS 戰場的核心點(ground zero)，SARS 疫情結束後改
建為感染科示範病房，當年抗煞戰役的英雄和英雌們，包括現任醫院副院長柯文謙、感
染病科主任李南瑤和副主任陳柏齡、護理長賴霈妤、副護理長吳佳鉛，和多位資深的護
理師們，至今都仍守衛著這個抗疫核心戰區。

▲12A病房是成大醫院抗疫核心戰區

改建為感染科示範病房的 12A，主要收治一般感染性疾病，如肺炎、不明熱、肺結核、
愛滋病、麻疹等傳染性疾病。2003 年 SARS 後在疾病管制署的補助下，12A 建立了完整
的負壓隔離病房，病房內設立完整的防疫隔離動線規劃及確實執行標準作業流程，並且
負責全院同仁防護演練的在職訓練課程。12A 所有醫護同仁每年至少進行兩次穿脫隔離
衣演練、新興傳染病病人運送及病人進入病室後的護理照顧等演練。面對全球不定期發
生的新興傳染病疫情，12A 隨時處在即刻演練應戰的位置，例如 2009 年 H1N1 流感疫
情、2013 年中東呼吸症候群 MERS 疫情、2014 年西非伊波拉疫情、2018~2020 年剛
果伊波拉疫情，以及 2019~2020 年目前仍持續發展中的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疫
情。
 

這也意味著，12A 病房是成大醫院對應新興傳染病的戰場核心，也是最後
一道防線。

我們笑稱 12A 是「困難羅致科」，但許多護理師一旦決心留下、再也沒想要離開。對傳
染病敬而遠之是本能反應，有些同仁知道 12A 病房主要收治肺結核、愛滋病等傳染病患
者時，不免會抱著「能不接觸就盡量少來」的想法。還記得，一位新來的護理師頭一天
來病房報到時，被告知病房照顧的病人類型，隔天媽媽就打電話來說她的女兒要辭職不
能來上班。也因此，能留在 12A 崗位的護理師們，個個都是願意為成大醫院堅守防線的
防疫天使。

文字放大

https://www.jobforum.tw/discussUserDetail.asp?id=51437508
https://www.jobforum.tw/discussUserDetail.asp?id=5143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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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翻攝自成大醫院粉絲專頁)

天使們不是天生無所懼畏，是因為重責在肩，所以必須勇敢。面對這次疫情，一位曾參
與抗煞的資深護理師說，如今經驗更豐富，但責任也更重了，「縱使防護衣穿脫了那麼
多次，過去也照顧過類似新興傳染病病人，但每次進去病室心裡還是會很警戒。現在，
還要帶年輕護理師，一步步確認自己和他們是不是每個步驟都確實做到。我有家人和小
孩，別人也是，心理的壓力和帶新人責任比以前都更大」。

每年除夕到初三，醫院如往常會縮減病房，所有醫護同仁分年前跟年後二種班別上班，
讓同仁可以輪流回家過年、與家人團圓。遇上武漢肺炎疫情，今年的春節特別難過。1
月中旬中國的武漢肺炎疫情急遽上升，我們從過年前就著手準備應對、啟動急診 → 加護
病房，急診 → 12A 病房病人的運送流程演練，護理長帶領病房同仁上緊發條確認各個環
節以及物資是否充裕等，同時忙著回應和協助其他單位護理長應對準備每項細節。

▲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與成大校長蘇慧貞親自到12A病房關懷前線奮戰的同仁

春節迄今，感染科所有醫護同仁都集聚 12A，沒人敢輕忽怠慢；即使排休，大家還是有
空就來 12A，或是在幕後協助待命。曾經參與 SARS 戰疫的副護理長吳佳鉛說，回想起
SARS 期間和外界總是隔著一道玻璃門、連訂餐送飯都很艱難的日子，現在的成大醫院為

https://www.facebook.com/nckuh/photos/a.1617232025192280/2570506286531511/?type=3&theater


2020/2/20 【成大醫院防疫前線紀事】12A病房最前線：最暖心的戰場- 醫護非視不可

https://www.jobforum.tw/discussTopic.asp?cat=medical&id=227735 3/3

他們提供了更堅強的後盾，「這次真的比上次 SARS 進步很多，物資充裕、資訊公開透
明，護理部主任第一時間調動人力支援 12A，主任每天來病房支持我們問我們還有什麼
需求，院長、校長都進來病房探視。『進來 12A 病房探視』這個舉動，對於前線同仁的
支持鼓勵真的很重要。」

護理長賴霈妤的壓力全寫在緊繃的眉間。帶領大家走過 SARS 疫戰的她，對於眼前疫情
戰戰兢兢，一刻都無法鬆懈，「我要為同仁及他們家人的健康負全責，無論如何，不管
別人怎麼說，我一定要守住這個防線，不能讓我的同仁有任何風險」。

 SARS 工作甘苦談 成大醫學院 柯乃熒 負壓隔離病房 新冠肺炎 賴霈妤 護理長

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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