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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研究 氣候暖化蛾變小了!
2020-01-17

 成大副教授陳一菁與研究團隊發現，氣候暖化造成昆蟲體型縮小，研

究成果登上國際學術期刊。（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氣候暖化「蛾」知道。成大生命科學系副教授陳一菁與研究團隊研究

馬來西亞神山的蛾類，發現當地氣溫四十二年來升高攝氏零點七度，尺

蛾平均體型卻縮小百分之一點三，這也是首篇以野外長期數據證實暖化

導致熱帶昆蟲體形縮小的研究，論文登上「Nature Communications」

國際頂尖學術期刊。

 氣候暖化造成生物分布改變已廣為人知，但暖化也可能造成生物體型

縮小。陳一菁研究團隊指出，以昆蟲來說，較高的溫度成長更快，反而

造成昆蟲在較小體型即達到性成熟；這樣微妙的變化，其實會影響繁殖

力、甚至食物網的能量流動。

 只是這類研究往往需要大量樣本與長期觀察，極難獲得野外實證資

料。

 成大表示，東南亞蛾類權威Dr. Jeremy Holloway曾於一九六五年在神

山採集大量的蛾類標本，陳一菁於二００七年重複調查該樣區，兩批標

本共有將近三百種、超過八千隻尺蛾，分別典藏於英國倫敦自然史博物

館以及成大。

 目前就讀於墨爾本大學博士班的論文第一作者吳忠慧仔細量測兩批標

本發現，尺蛾的平均體型已縮小百分之一點三，對照當地氣溫四十二年

來已升高攝氏零點七度，提出暖化造成熱帶昆蟲體型縮小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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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研究團隊指出，「物種分布改變」與「體型縮小」兩者都是氣候

變遷下重要的生物反應，但過去幾乎都是分別討論。

 此研究分析這份難得的長期資料，探討兩者綜合的生態影響發現，因

為小體型物種往高處移動及物種體型普遍縮小，高海拔蛾類群聚的平均

體型也縮小，這將對原本高海拔的食物資源造成衝擊。

 陳一菁指出，從蛾類研究可發現，即使在像馬來西亞神山這麼少人為

干擾的地方，生物已深受氣候暖化影響，顯見氣候變遷的影響層面無遠

弗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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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跨國研究 氣候暖化造成昆蟲體型縮小
最新更新：2020/01/16 21:05

成功大學跨國研究團隊比對馬來西亞神山逾8000隻尺蛾，發現42年間當地氣溫升高攝氏0.7度，尺蛾平
均體型卻縮小1.3%。圖為成大生命科學系副教授陳一菁展示2007年在神山採集的尺蛾。（成功大學提
供）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傳真　109年1月16日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6日電）氣候暖化對全球生態已造成影響。成功大學跨國

研究團隊比對馬來西亞神山逾8000隻尺蛾，發現42年間當地氣溫升高攝氏0.7度，尺

蛾平均體型卻縮小1.3%。

成大跨國研究團隊發現氣候暖化造成熱帶昆蟲體型縮小的論文，2019年10月10日已

刊登在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國際學術期刊。

成大今天指出，東南亞蛾類權威傑瑞米（Jeremy Holloway）1965年在馬來西亞婆

羅洲神山（Mount Kinabalu）採集大量的蛾類標本，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陳

一菁2007年重複調查神山蛾類，跨國研究團隊再比對神山蛾類42年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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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研究團隊比對神山的尺蛾，分別是傑瑞米1965年採集的277種共5536個尺蛾標

本，及陳一菁2007年採集的219種共3053個尺蛾標本。

跨國研究團隊發現，神山42年間溫度升高攝氏0.7度，尺蛾平均體型卻縮小1.3%。

跨國研究團隊認為，「物種分布改變」和「體型縮小」都是氣候變遷下重要的生物反

應，這次分析長期資料探討綜合生態影響發現，高海拔蛾類群聚平均體型縮小，將對

高海拔食物資源造成衝擊。（編輯：黃世雅）10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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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暖化造成昆蟲體型縮小 成大跨國研究重
大發現

氣候暖化對全球生態已造成影響！馬來西亞神山逾8000隻尺蛾因為42年間當地氣溫升高攝

氏0.7度，尺蛾平均體型卻縮小1.3%，成功大學跨國研究團隊這項研究比對發現的論文，

2019年10月10日已刊登在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國際學術期刊。

成大跨國研究團隊發現氣候暖化造成熱帶昆蟲體型縮小。成大今天指出，東南亞蛾類權威

傑瑞米（Jeremy Holloway）1965年在馬來西亞婆羅洲神山（Mount Kinabalu）採集大量的

蛾類標本，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陳一菁2007年重複調查神山蛾類，跨國研究團隊

再比對神山蛾類42年間的差異。

成功大學跨國研究團隊發現，馬來西亞神山42年間溫度升高攝氏0.7度，尺蛾平均體型縮小1.3%，氣候暖化已造成昆蟲體型縮
小。圖為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陳一菁2007年在神山採集的尺蛾。（成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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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研究團隊比對神山的尺蛾，分別是傑瑞米1965年採集的277種共5536個尺蛾標本，及

陳一菁2007年採集的219種共3053個尺蛾標本。跨國研究團隊發現，神山42年間溫度升高

攝氏0.7度，尺蛾平均體型卻縮小1.3%。

跨國研究團隊認為，「物種分布改變」和「體型縮小」都是氣候變遷下重要的生物反應，

這次分析長期資料探討綜合生態影響發現，高海拔蛾類群聚平均體型縮小，將對高海拔食

物資源造成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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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暖化影響蛾類體型縮小，成大跨國研究找到關聯

TW 
EN 

作者 TechNews | 發布日期 2020 年 01 月 17 日 16:00 | 分類 生態保育 , 自然科學 分享 讚 2 分享

氣候變遷影響層面無遠弗屆，成大生命科學系副教授陳一菁與研究團隊，研究馬來西亞神山（Mount Kinabalu）的蛾類發現，氣溫上升，昆蟲

首篇以野外長期數據證實暖化導致熱帶昆蟲體形縮小的研究。論文於 2019 年 10 月 10 日刊登在國際學術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氣候暖化造成生物分布改變已廣為人知，但暖化也可能造成生物體型縮小。以昆蟲來說，較高的溫度成長更快，反而造成昆蟲體型較小即達性

其實會影響繁殖力甚至食物網的能量流動。只是這類研究往往需要大量樣本與長期觀察，極難獲得野外實證資料。

東南亞蛾類權威 Dr. Jeremy Holloway 曾於 1965 年在神山採集大量蛾類標本，陳一菁於 2007 年重複調查該樣區，兩批標本共有將近 300 種

典藏於英國倫敦自然史博物館及成功大學。第一作者吳忠慧（目前就讀墨爾本大學博士班）仔細量測兩批標本發現， 尺蛾的平均體型縮小 1.3%！

攝氏 0.7 度，首次提出暖化造成熱帶昆蟲體型縮小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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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批標本共有將近 300 種，超過 8 千隻尺蛾。

「物種分布改變」與「體型縮小」兩者都是氣候變遷下重要的生物反應，但過去幾乎都是分別討論。此研究分析這份難得的長期資料，探討兩

因為小體型物種往高處移動、物種體型普遍縮小，高海拔蛾類群聚的平均體型也縮小了，這將對原本高海拔的食物資源造成衝擊。這項研究首度結

小，提出氣候暖化改變生物群聚的直接證據。

位於馬來西亞婆羅洲的神山自 1964 年起即設為國家公園，陳一菁指出，從蛾類研究可發現，即便在這麼少人為干擾的地方，生物已深受氣候

影響層面無遠弗屆」，人類需要反省與深思自身活動在地球留下的足跡。

▲ 馬來西亞神山（Mount Kinabalu）標高 3,929 公尺。

實地走訪研究室，蛾類標本每隻單獨收納在三角形霧面紙袋，並以工整字跡註明採集日期、時間及物種學名，陳一菁指出，此研究台、英兩地

隻，且由於時間久遠，標本極為脆弱，研究時要將每隻標本一一取出仔細測量後再放回標本庫，「這需要很大的耐心與細緻的工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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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菁也指出，這研究發現充分顯示標本典藏的重要性，Holloway 博士曾說，「他沒想過年輕時從馬來西亞帶回的蛾類標本，40~50 年後可

的重要問題」，為數龐大的標本需要詳實的採集紀錄與妥善的收藏環境，這些都是珍貴的資產，忠實記錄環境變遷下生物的微妙變化，提供後進研

力。

▲ 尺蛾體型與高度關係的比較。（Source：Nature Communications）

陳一菁與英國約克大學研究團隊曾在 2009 年以馬來西亞婆羅洲神山蛾類分布研究，登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

Sciences》，發現這些熱帶昆蟲因氣候變遷往高海拔移動，為過去聚焦在溫帶地區的氣候變遷研究領域，開啟另一研究路徑。回國後陳一菁與台大

所副教授何傅愷研究團隊合作，在既有蛾類標本重啟調查研究，研究再登上國際學術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從事學術研究看似漫長寂寞，但朋友間合作激盪對研究啟發很有幫助。回想起為什麼要做這項研究，陳一菁笑言，就是聊天過程的靈光閃現。

版，也走過另一個 10 年，可說是「十年磨一劍」。

（圖片來源：成功大學）

關鍵字: 全球暖化 , 尺蛾 , 氣候變遷 , 神山 , 蛾 , 陳一菁 ,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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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商情／圖：成大提供】氣候變遷影響層面無遠弗屆，成大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陳一菁與

研究團隊，研究馬來西亞神山（Mount Kinabalu）的蛾類發現，氣溫上升，昆蟲的體型明顯縮

小了！這是首篇以野外長期數據證實暖化導致熱帶昆蟲體形縮小的研究。論文於2019年10月10

日刊登在國際頂尖學術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氣候暖化造成生物分布改變已廣為人知，但暖化也可能造成生物體型縮小。以昆蟲來說，較高

的溫度成長更快、反而造成昆蟲在較小體型即達到性成熟；這樣微妙的變化，其實會進而影響

陳一菁與研究團隊研究發現，氣溫上升昆蟲的體型明顯縮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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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力、甚至食物網的能量流動。只是這類研究往往需要大量樣本與長期觀察，極難獲得野外

實證資料。

東南亞蛾類權威Dr. Jeremy Holloway曾於1965年在神山採集大量的蛾類標本，陳一菁助理教

授於2007年重複調查該樣區，兩批標本共有將近300種、超過8,000隻尺蛾，分別典藏於英國倫

敦自然史博物館以及成功大學。論文第一作者吳忠慧（目前就讀於墨爾本大學博士班）仔細量

測兩批標本發現，尺蛾的平均體型已縮小1.3％！對照當地氣溫42年來已升高攝氏0.7度，首次

提出暖化造成熱帶昆蟲體型縮小的證據。

「物種分布改變」與「體型縮小」兩者都是氣候變遷下重要的生物反應，但過去幾乎都是分別

討論。本研究分析這份難得的長期資料，探討兩者綜合的生態影響發現，因為小體型物種往高

處移動、以及物種體型普遍縮小，高海拔蛾類群聚的平均體型也縮小了，這將對原本高海拔的

食物資源造成衝擊。這項研究首度結合物種地理分布、體型大小，提出氣候暖化改變生物群聚

的直接證據。

位於馬來西亞婆羅洲的神山自1964年起即設為國家公園，陳一菁指出，從蛾類研究可發現，即

便在這麼少人為干擾的地方，生物已深受氣候暖化影響，「氣候變遷的影響層面無遠弗屆」，

人類需要反省與深思自身活動在地球留下的足跡。

實地走訪研究室，蛾類標本每隻單獨收納在三角形的霧面紙袋中，並以娟秀工整字跡註明採集

日期、時間以及物種學名，顯見研究者擁有無比耐心與細心。陳一菁指出，此研究台、英兩地

的蛾類標本數量超過8,000隻，且由於時間久遠，標本極為脆弱，研究時要將每隻標本一一取出

仔細測量後再放回標本庫，「這需要很大的耐心與細緻的工作技巧才能做到」。

陳一菁也指出，這樣的研究發現充分顯示標本典藏的重要性，Holloway博士曾說，「他沒想過

年輕時從馬來西亞帶回的蛾類標本，在4、50年後可以回答這麼多氣候變遷影響的重要問題」。

為數龐大的標本需要詳實的採集紀錄與妥善的收藏環境，這些都是珍貴的資產，忠實紀錄環境

變遷下生物的微妙變化，提供後進研究者重要的研究能量與助力。

陳一菁與英國約克大學研究團隊曾在2009年以馬來西亞婆羅洲神山蛾類分布研究，登上美國國

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該研究發現這些熱帶

昆蟲因氣候變遷往高海拔移動，為過去聚焦在溫帶地區的氣候變遷研究領域，開啟另一研究路

徑。回國後陳一菁與台大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副教授何傅愷研究團隊合作，在既有蛾類

標本中重啟調查研究，研究再登上國際知名學術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從事學術研究看似漫長寂寞，但朋友間的合作激盪對研究啟發很有幫助。回想起為什麼要做這

項研究，陳一菁笑言，就是聊天過程的靈光閃現。但從規劃執行到論文出版，也走過另一個10

年，可說是「十年磨一劍」，道盡學術研究人員堅持不懈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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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頭條／圖：成大提供】氣候變遷影響層面無遠弗屆，成大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陳一菁與

研究團隊，研究馬來西亞神山（Mount Kinabalu）的蛾類發現，氣溫上升，昆蟲的體型明顯縮

小了！這是首篇以野外長期數據證實暖化導致熱帶昆蟲體形縮小的研究。論文於2019年10月10

日刊登在國際頂尖學術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氣候暖化造成生物分布改變已廣為人知，但暖化也可能造成生物體型縮小。以昆蟲來說，較高

的溫度成長更快、反而造成昆蟲在較小體型即達到性成熟；這樣微妙的變化，其實會進而影響

繁殖力、甚至食物網的能量流動。只是這類研究往往需要大量樣本與長期觀察，極難獲得野外

實證資料。

這是首篇以野外長期數據證實暖化導致熱帶昆蟲體形縮小的研究

https://www.lifetoutiao.news/
https://www.lifetoutiao.news/top-people/
https://www.lifetoutiao.news/top-people/
https://www.lifetoutiao.news/author/mslife/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s%3A%2F%2Fwww.lifetoutiao.news%2F%25e6%25b0%25a3%25e5%2580%2599%25e6%259a%2596%25e5%258c%2596%25e8%259b%25be%25e7%259f%25a5%25e9%2581%2593%25ef%25bc%2581%25e9%2599%25b3%25e4%25b8%2580%25e8%258f%2581%25e7%25a0%2594%25e7%25a9%25b6%25e6%2588%2590%25e6%259e%259c%25e5%2588%258a%25e7%2599%25bb-nature-communications%2F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s%3A%2F%2Fwww.lifetoutiao.news%2F%25e6%25b0%25a3%25e5%2580%2599%25e6%259a%2596%25e5%258c%2596%25e8%259b%25be%25e7%259f%25a5%25e9%2581%2593%25ef%25bc%2581%25e9%2599%25b3%25e4%25b8%2580%25e8%258f%2581%25e7%25a0%2594%25e7%25a9%25b6%25e6%2588%2590%25e6%259e%259c%25e5%2588%258a%25e7%2599%25bb-nature-communications%2F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s%3A%2F%2Fwww.lifetoutiao.news%2F%25e6%25b0%25a3%25e5%2580%2599%25e6%259a%2596%25e5%258c%2596%25e8%259b%25be%25e7%259f%25a5%25e9%2581%2593%25ef%25bc%2581%25e9%2599%25b3%25e4%25b8%2580%25e8%258f%2581%25e7%25a0%2594%25e7%25a9%25b6%25e6%2588%2590%25e6%259e%259c%25e5%2588%258a%25e7%2599%25bb-nature-communications%2F
https://chart.apis.google.com/chart?cht=qr&chs=200x200&chld=L|0&chl=https%3A%2F%2Fwww.lifetoutiao.news%2F%25e6%25b0%25a3%25e5%2580%2599%25e6%259a%2596%25e5%258c%2596%25e8%259b%25be%25e7%259f%25a5%25e9%2581%2593%25ef%25bc%2581%25e9%2599%25b3%25e4%25b8%2580%25e8%258f%2581%25e7%25a0%2594%25e7%25a9%25b6%25e6%2588%2590%25e6%259e%259c%25e5%2588%258a%25e7%2599%25bb-nature-communications%2F


2020/1/17 氣候暖化蛾知道！陳一菁研究成果刊登 Nature Communications | 民生頭條

https://www.lifetoutiao.news/氣候暖化蛾知道！陳一菁研究成果刊登-nature-communications/ 2/3

東南亞蛾類權威Dr. Jeremy Holloway曾於1965年在神山採集大量的蛾類標本，陳一菁助理教

授於2007年重複調查該樣區，兩批標本共有將近300種、超過8,000隻尺蛾，分別典藏於英國倫

敦自然史博物館以及成功大學。論文第一作者吳忠慧（目前就讀於墨爾本大學博士班）仔細量

測兩批標本發現，尺蛾的平均體型已縮小1.3％！對照當地氣溫42年來已升高攝氏0.7度，首次

提出暖化造成熱帶昆蟲體型縮小的證據。

「物種分布改變」與「體型縮小」兩者都是氣候變遷下重要的生物反應，但過去幾乎都是分別

討論。本研究分析這份難得的長期資料，探討兩者綜合的生態影響發現，因為小體型物種往高

處移動、以及物種體型普遍縮小，高海拔蛾類群聚的平均體型也縮小了，這將對原本高海拔的

食物資源造成衝擊。這項研究首度結合物種地理分布、體型大小，提出氣候暖化改變生物群聚

的直接證據。

位於馬來西亞婆羅洲的神山自1964年起即設為國家公園，陳一菁指出，從蛾類研究可發現，即

便在這麼少人為干擾的地方，生物已深受氣候暖化影響，「氣候變遷的影響層面無遠弗屆」，

人類需要反省與深思自身活動在地球留下的足跡。

實地走訪研究室，蛾類標本每隻單獨收納在三角形的霧面紙袋中，並以娟秀工整字跡註明採集

日期、時間以及物種學名，顯見研究者擁有無比耐心與細心。陳一菁指出，此研究台、英兩地

的蛾類標本數量超過8,000隻，且由於時間久遠，標本極為脆弱，研究時要將每隻標本一一取出

仔細測量後再放回標本庫，「這需要很大的耐心與細緻的工作技巧才能做到」。

陳一菁也指出，這樣的研究發現充分顯示標本典藏的重要性，Holloway博士曾說，「他沒想過

年輕時從馬來西亞帶回的蛾類標本，在4、50年後可以回答這麼多氣候變遷影響的重要問題」。

為數龐大的標本需要詳實的採集紀錄與妥善的收藏環境，這些都是珍貴的資產，忠實紀錄環境

變遷下生物的微妙變化，提供後進研究者重要的研究能量與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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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菁與英國約克大學研究團隊曾在2009年以馬來西亞婆羅洲神山蛾類分布研究，登上美國國

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該研究發現這些熱帶

昆蟲因氣候變遷往高海拔移動，為過去聚焦在溫帶地區的氣候變遷研究領域，開啟另一研究路

徑。回國後陳一菁與台大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副教授何傅愷研究團隊合作，在既有蛾類

標本中重啟調查研究，研究再登上國際知名學術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從事學術研究看似漫長寂寞，但朋友間的合作激盪對研究啟發很有幫助。回想起為什麼要做這

項研究，陳一菁笑言，就是聊天過程的靈光閃現。但從規劃執行到論文出版，也走過另一個10

年，可說是「十年磨一劍」，道盡學術研究人員堅持不懈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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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炭化廢為資 開創黑金商機

根據統計，每年菱⾓總⽣產量約6,800公噸，台南官⽥光是菱⾓殼垃圾，每年
也產⽣3,740公噸，多年來的處理⽅式多半是棄置⽥邊燃燒或隨意亂丟。成⼤
技轉育成中⼼創新圓夢計畫所扶植出的菱炭科技，不僅成功解決農業廢棄物
問題，所研發的「菱殼炭」更切⼊產業超級電容所需的複合碳材料，開創黑
⾦商機。

菱炭科技106年曾參加成⼤精實創業課程，當時的團隊「菱菱⾓⾓」，不僅吸
引官⽥當地尋求合作，更是菱炭科技萌芽的前⾝，⽽在成⼤創新圓夢計畫經
費⽀持下，讓菱炭科技踏上新創團隊之路，將實驗室所研究的超級電容原型
打樣，和修正原料端製程，實際化⾝可進⼀步驗證構想及商業化的可能性。

2020-01-16 18:01 經濟日報 張傑

菱炭科技成功解決農業廢棄物問題，所研發的「菱殼炭」更開創黑⾦商機。 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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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炭科技團隊表⽰，透過簡單的物理混合法，將模板（ZnO、CaCO3、碳酸
鋅）與碳源（菱殼炭）混合均勻，透過900℃⾼溫碳化，即成為⾼⽐表⾯積孔
洞碳材，實驗中不需使⽤有機溶劑，固態模板與鹼⾦屬即可將鹽酸去除。

相較於傳統的氧化矽模板法，此⽅法不僅不需使⽤到⾼毒性的氟化氫，也不
⽤繁瑣的實驗步驟，且可簡化⽣產流程並達到量化⽬的，製程中亦可避免過
多污染造成環境負擔，實現綠⾊化學概念。

在產業⾯，更可⽤於電池內的電極電容，團隊指出，⼀般電池製造廠的碳材
料多半使⽤很穩定的⽯墨塊，「菱殼炭」製成的複合碳材，在性能表現上，
可達原本⽯墨塊的75%，且可解決農業廢棄物問題，及解決未來產業在碳權
交易等特⾊。

菱炭科技成⽴短短6個⽉，在成⼤技轉育成中⼼創新圓夢計畫協助下，不僅挹
注研發資⾦，透過相關新創課程，讓原本存在實驗室的研究得以實現商業
化，⽬前「菱殼炭」也運⽤於電動腳踏⾞，未來亦將運⽤在⾞⽤的⼿持吸塵
及⼩型⺠⽣化產品。

y



2020/1/17 台灣數位新聞台/民時新聞Taiwan Digital News

www.enewstw.com/City01.asp?ItemID=76668 1/1

加拿大捷易科技公司 （Generations E）執行長蘇珍
妮Jean Su(左)、成大電機系教授詹寶珠(右)。

成大與加拿大捷易科技合作肝癌與大腸癌人工智慧影像判
讀

孫宜秋／南市

2020/1/17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科技部

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

（MOST AIBMRC）1月16日在成功

大 學 與 加 拿 大 捷 易 科 技 公 司

（Generations E）簽署產學合作備忘

錄，將結合雙方能量開發人工智慧科

技，進行肝癌與大腸直腸癌病理切片

影像分析，以協助醫師診斷與治療，

預定2、3年後可以廣泛用於臨床，造

福病患。

 詹寶珠教授表示，成大團隊在人工智慧病理分析上已有成果，在成大醫院所做的

研究與分析，揪出來的癌症病兆準確率達百分之96%。成大有技術、有成大醫院協

助提供資料、有醫師群，主客觀條優異，吸引加拿大捷易科技公司

（GenerationsE）前來合作。

 團隊成員之一成大醫院病理部醫師周楠華表示，病理分析有許多不同層次的影像

細節，判讀要很小心、很仔細，經驗累積很重要。人工智慧病理影像分析可以幫助

經驗有待加強的醫師做判斷或診斷。人工智慧技術運用範圍廣泛，團隊將進一步發

展人工智慧加深度學習，預測患者病程的可能發展、術後危險等。現正蒐集資料，

建立模型架構。

 成大副校長蘇芳慶、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副處長朱林（JuliaBuss）等特地

出席。蘇芳慶致詞表示，智慧醫療一直是成大重要發展項目之一，成大樂於與加拿

大捷易科技合作攜手發展智慧醫療相關領域，讓智慧科技協助醫護專業，將病患照

顧得更好，讓癌症診斷準確率更上一層樓。也期待開啟未來與加拿大更多的合作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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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判讀肝癌、大腸癌 台加合作
2020-01-17

成大電機系教授詹寶珠介紹該團隊使用人工智慧進行癌症病理分析的成

果。（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科技部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十六日在成功大學與加拿大捷

易科技公司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一起開發人工智慧科技，進行肝癌與

大腸直腸癌病理切片影像分析，以協助醫師診斷與治療，預定二、三年

後可以廣泛應用於臨床。

 成大國際產學聯盟經由加拿大駐台辦事處引介，促成科技部人工智慧

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與加拿大捷易科技公司的產學合作。設於成大的

科技部人工智慧生醫研究中心專注於智慧醫療領域，研究範圍包括病理

影像切片；捷易科技則專長於人工智慧影像辨識，並將此技術延伸至醫

療上。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0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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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捷易科技公司執行長蘇珍妮（左）、成大電機系教授詹寶珠

（右）代表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記者施春瑛攝）

 由於近年來人工智慧病理影像分析逐漸受重視，成大電機系教授詹寶

珠團隊二、三年前即結合成大醫院病理醫師以肝癌為主題進行相關研

究，現已開發出「跨平台雲端多倍率巨型影像ＡＩ肝臟分析」。

 未來雙方的合作將著重於大腸直腸癌及肝癌人工智慧數位病理切片判

讀，肝癌、大腸直腸癌只要發現得早，都能提升治癒的機會，透過人工

智慧判讀病理切片，將有助於提升判斷的準確率，減少人工判讀的時間

與誤判的可能。

 詹寶珠教授表示，成大團隊在人工智慧病理分析上已有成果，在成大

醫院所做的研究與分析，揪出來的癌症病兆準確率達百分之九十六。成

大有技術，加上有成大醫院協助提供資料、有醫師群，主客觀條優異，

因此吸引加拿大捷易科技公司前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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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與加拿大捷易科技16日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雙

方合作開發人工智慧分析肝癌與大腸直腸癌病理切片，提高罹癌判讀準確率，右為計畫

主持人詹寶珠。（曹婷婷攝）

AI揪癌病兆 成大盼應用臨床
中國時報 曹婷婷 、台南02:26 2020/01/17

國人肝癌、大腸癌居前2、3名，透過人工智慧結合影像分析、比對及偵測，輔助醫師及

早揪出病兆；科技部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與加拿大捷易科技16日簽署產學合

作備忘錄，雙方合作開發人工智慧分析肝癌與大腸直腸癌病理切片，提高罹癌判讀準確

率，成大團隊期盼2年後應用臨床，達到初步預測功能。

科技部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16日於成功大學與加拿大捷易科技公司簽署產學

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合作開發人工智慧分析肝癌與大腸直腸癌病理切片，提高罹癌判讀

準確率。

計畫主持人、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詹寶珠指出，AI技術可協助當醫生將病理

切片等影像上傳平台進行分析，可抓出病兆準確率達到96％，目前資料庫均抓取成大醫

院資料，未來希望全面應用到全台每一家醫院，讓更多數據、影像加入判讀，建構資料

庫的樣態更具全貌。

她強調，本次合作主要在於大腸直腸癌及肝癌人工智慧數位病理切片判讀，這兩種癌症

都是造成癌症死因前幾名，只要發現得早都能提升治癒機會，透過AI人工智慧判讀病理

切片，將有助提升判斷準確率、減少人工判讀時間與誤判可能。

團隊指出，過去切片診斷若醫生經驗不足，判讀時間長、準確率可能有誤差，但AI可提

供診斷建議；另一個關鍵發展是，未來AI將透過一步步建立分析和邏輯運算，深度發展

成為預測癌症病人的病程演進，或誰可能有高風險、會出現轉移，落實精準醫療診斷。

#人工智慧 #科技 #人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6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4%BA%BA%E5%B7%A5%E6%99%BA%E6%85%A7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7%A7%91%E6%8A%80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4%BA%BA%E5%B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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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藝術走廊 手寫職人的故事

 2020.01.16　　 目擊新聞

新年新氣象！成大醫院藝術走廊也換上新作品，第25期主題是「手寫職人的故
事」，透過林建南先生與翁宗憲老師的32幅作品，可以看到各行各業的職人，透過
雙手打造幸福溫暖又堅定的決心，「手寫職人的故事」即日起到4月30號在成大醫
院門診大樓2樓公共候診區展出。

翁宗憲老師擅長透過攝影作品說故事，透過翁宗憲老師的照片，可以近距離觀察

綁毛筆穩定扎實的雙手、綁烏魚卵的烏金巧手、剝花生的美味製造手等。林建南先
生在成大醫院開刀房工作，所以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外科醫師的執刀雙手。林建南先

生也從生活中找拍攝靈感，例如他的家裡就是做麵包的，所以藉由買蒸籠的時機，

拍下製作竹製蒸籠的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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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企業最愛大學」調查顯示，公立大學持續由台大、成大穩坐冠亞軍；私立大學的部分，則由輔仁大學重回睽違許久的冠軍寶座。
（1111人力銀行提供）

少子化讓許多大學面臨退場壓力，讓學生在選校時要特別留意，究竟企業最愛的大學有哪些？人力銀行今天(17
日)公布的「2020企業最愛大學」調查顯示，公立大學持續由台大、成大穩坐冠亞軍；私立大學的部分，則由
輔仁大學重回睽違許久的冠軍寶座。

人力銀行在調查1,940位企業主管以及人資後，17日公布「2020企業最愛大學」，今年最讓雇主感到滿意的公
立大學持續由台大、成大穩坐冠亞軍，後面依序為政大、清大、交大、師大、台北大學、中央大學、中興大學
及中山大學等；在私立大學的部分，由輔仁大學重回睽違許久的冠軍寶座，中原大學則以些微票數落差緊追在
後，後面排名依序為東吳、逢甲、淡江、東海、銘傳、世新、元智、中華大學。

1111人力銀行職涯發展中心總經理李大華表示，台灣正處於產業轉型的關鍵時刻，具有完整學系的綜合型大
學，在跨領域的應變力上能提供給在校生更多的資源，較為受到企業主青睞。他說：『(原音)輔大設備及系所
涵蓋率是比較廣的，中原大學註冊率高達99.97%，這也是學界非常重要的指標。』

不過，調查也發現，有超過6成的雇主認為學歷的光環在職場上的影響力不會持續超過1年，其中還有4成2認為
學歷光環半年之內就不再有影響力，他們認為有熱誠、抗壓能力、溝通與合作能力、統整與應變能力更為重
要。此外，在眾多證照當中，企業主也透露他們最看重的是語言、資訊與電腦以及財務會計等相關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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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企業最愛大學出爐 臺大、輔大奪冠
  劉馥瑜／台北報導   2020/01/17 14:29  

大學學測今（17）登場，1111人力銀行發布最新「2020年企業最愛大學」調查，結

果顯示，今年雇主最滿意的「公立大學」持續由臺大、成大穩坐冠亞軍；「公立技職

校院」也由臺北科技大學再奪冠，臺灣科技大學居次；「私立大學」排名翻轉，由輔

仁大學重回冠軍，中原大學第二；「私立技職校院」由致理科技大學再度蟬連。

1111人力銀行職涯發展中心總經理李大華指出，台灣正處於產業轉型的關鍵時刻，

分析「2020企業最愛大學」調查結果，具有完整學系的綜合型大學，在跨領域的應

變力上能提供給在校生更多的資源，較受到企業主青睞。

其中，臺灣大學是國內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學，在最新公布的全球最佳大學排名中大

幅前進50名，研究品質與影響力兩項評比雙雙提升，在企業主心目中也名列前茅，成

功大學亦是南部的學術重鎮。

而睽違3年重新回到私校冠軍的輔仁大學，是國內少數擁有附屬醫院、系所幾乎涵蓋

所有領域的綜合大學，雙主修及輔系學生數更是私立大學之最，外語學院的龐大師資

群也讓各系所在全球化趨勢下，具備足夠的全球移動力，為學生表現大幅加分。

科技大學部分，聚焦於與產業密切接軌的臺北科技大學，打造與業界同規格的實驗

室，從實務教學中為學生們技術扎根，私校科大冠軍致理科技大學，致力商務專業與

應用面向，也創造高「雇主滿意度」，在少子化的嚴峻環境中逆勢抗跌。

https://m.ctee.com.tw/livenews
https://m.ctee.com.tw/livenews/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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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明新科大近年在國際大賽中大放異彩頗有斬獲，時尚造型與設計系連

續在韓國首爾國際美容藝術大賽包辦大獎，為在校生開創更多職涯可能性。

李大華指出，想躍升為世界一流的人才搖籃，能為學生提供多元學習空間的校院是未

來主流，近年來大專校院已開始效法歐美等國走向聯盟，整合各校的研究與教學資

源，藉由校際合作提高國際能見度與競爭力，對於就讀的學子來說，可以跨校系選修

課程、共享教學資源，發揮「1+1大於2」的效益，而這也代表未來人才的發展趨

勢，不拘泥於單一專長，具備跨領域能力的跨界人才，才是最具競爭力的當紅炸子

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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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成大蟬聯企業最愛公立大學　私校排名翻
轉由輔大重新奪冠

▲台灣大學依舊為台灣企業最愛。（圖／資料照）

記者余弦妙／台北報導

大學學測今（17）日登場，青年學子們為爭取進入心目中理想的大學而衝刺，反過來

說，企業界最愛大學又是哪些？根據1111大學網最新的「2020企業最愛大學」調查結

果顯示，公立大學持續由台大、成大穩坐冠亞軍；私立大學的部分，排名翻轉，由輔

仁大學重回睽違許久的冠軍寶座。

根據調查顯示，雇主最愛國立大學前五名，分別為台大、成大、政大、清華、交大，

而私立大學的前五名則依序為輔仁、中原、東吳、逢甲、淡江。

另外，公立技職校院，依舊由台北科技大學奪冠，台灣科技大學居次；私立技職校院

方面，則由致理科技大學再度蟬連冠軍，龍華、德明、明新緊追在後，且名次多有前

進。

https://www.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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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人力銀行職涯發展中心總經理李大華表示，台灣正處於產業轉型的關鍵時刻，分

析「2020企業最愛大學」調查，具有完整學系的綜合型大學，在跨領域的應變力，能

提供給在校生更多的資源，較受到企業主青睞，其中台灣大學是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

學，也在最新公布的全球最佳大學排名中，大幅前進50名，研究品質與影響力兩項評

比雙雙提升，在企業主心目中也名列前茅。

成大則是南部的學術重鎮，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往世界一流頂尖大學邁進。

而睽違三年重新回到私校冠軍的輔仁大學，是台灣少數擁有附屬醫院、系所幾乎涵蓋

所有領域的綜合大學，雙主修及輔系學生數更是私立大學之最，外語學院的龐大師資

群也讓各系所在全球化趨勢下，具備足夠的全球移動力，為學生表現大幅加分。

▲大學學測，考生準備考試。（圖／記者林敬旻攝）

科技大學部分聚焦於與產業密切接軌的台北科技大學，打造與業界同規格的實驗室，

從實務教學中為學生們技術扎根，私校科大冠軍致理科技大學，致力於商務專業與應

用面向，創造了高「雇主滿意度」，在少子化的嚴峻環境中逆勢抗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明新科大近年在國際大賽中大放異彩頗有斬獲，時尚造型與設計

系連續在韓國首爾國際美容藝術大賽包辦大獎，為在校生開創更多職涯可能性。



2020/1/17 台大、成大蟬聯企業最愛公立大學 私校排名翻轉由輔大重新奪冠 | ETtoday財經 | ETtoday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117/1627624.htm 3/3

李大華也說，想要躍升為世界一流的人才搖籃，能為學生提供多元學習空間的校院是

未來主流，近年來大專校院已經開始效法歐美等國走向聯盟，整合各校的研究與教學

資源，藉由校際合作提高國際能見度與競爭力，在保有各校風格的前提下發揮系所互

補的功能，同時提供更多資源，對於就讀的學子來說，可以跨校系選修課程、共享教

學資源，發揮「1+1大於2」的效益，而這也代表未來人才的發展趨勢，不拘泥於單一

專長，具備跨領域能力的跨界人才，才是最具競爭力的當紅炸子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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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失能隱形殺手-肌少症 高榮臺南
分院成立「肌少症評估示範據點」
Posted By: TainanTalk  一月 16, 2020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臺灣面臨銀髮浪潮來襲，隨著年齡增長，器官會隨之老化，肌

肉骨質也隨之流失。根據統計，國內65歲以上長者，約有7%到10%患有肌少症疾病，依
此推估，全台有超過30萬名肌少症長輩，因為肌肉量流失，活動功能變差，可能因此走
路變慢、握力下降、行動吃力、體重減輕、反覆跌倒等，甚至增加臥床及死亡風險，嚴

重影響老人生活品質。

（圖說）高齡醫學科陳宣恩醫師（左）解釋周全性老年評估結果及個管師衛教。（記者

鄭德政攝）

高榮臺南分院王瑞祥院長表示，為配合臺南市政府與產學界共同研發的「府城動起來」

計畫，高榮南院成為「肌少症風險評估據點」首站，透過走路速度測試、手握力測試與

四肢肌肉量量測，經由儀器初步評估，及早發現長輩是否有肌少症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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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府城動起來」產官學合作計畫(前排左二為陳宣恩醫師，右二為林麗娟主
任)。（記者鄭德政攝）
高齡醫學科主任陳宣恩表示，為早期偵測高齡患者短期內功能下降的原因，以進一步預

防失能臥床的機會，看診同時，醫師會篩選潛在風險之病患，進行「周全性老年評

估」，其中亦包含肌握力，以及行走速度的量測，判斷是否有肌少衰弱症的風險，109
年1月10日起，更配合「府城動起來」計畫，並和成大成功大學運動科學與高齡健康產
業中心主任林麗娟合作，轉介病患至院內「肌少症風險評估據點」進行測量評估，量測

結果後再回到診間由醫師解釋評估，提供專業的指導，並轉介適合個案至該院及社區開

辦的運動介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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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高榮臺南分院為臺南市「肌少症風險評估據點」首站。（記者鄭德政攝）

陳主任更指出，通常肌肉的量和力量在40歲前會達到高峰，有研究報告指出，在50歲之
後肌肉量就以每年1-2%的速度流失，肌力也每年流失1.5-5%。為了預防和延緩肌少症的
發生，就要在年輕時存好「肌本」，在中年時盡量維持肌力，在老年時讓流失最小。而

對抗肌少症最主要可從兩方面著手：營養及運動，日常保養應注意攝取足夠蛋白質，並

搭配適當的阻抗運動，為自己打造健康而樂活的銀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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