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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拾藝術魂 成大X南美館開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
域課程

孫紹逸／南市

2020/2/14

 【記者孫紹逸／南市報導】成功大

學老年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所、職能

治療所與台南市立美術館合作，108

學年第二學期將新開設「藝術介入老

人與失智」跨域課程，13日上午舉行

課程說明記者會，成大老年所所長白

明奇說，失智症種類繁多，目前多屬

保守治療。患者認知功能漸衰，造成

許多生活不便，但從臨床個案中發現，透過藝術可以緩和患者的精神症狀與問題行

為，兼顧患者身心健康。

 成大老年所所長，同時也是成大醫院神經科醫師的白明奇指出，失智患者對家人

或照顧者生活影響層面甚廣，有患者懷疑八旬老伴與外籍看護有私情；也有患者頻

打電話報警說媳婦盜領存款；還曾發生病人白天嗜睡夜裡翻牆出走，家人四處急尋

徹夜未眠等案例。有文獻資料指出，藝術治療能刺激認知喚起情緒與想像力，進而

達到舒緩失智患者身心症狀的正面效益。他的病患裡不乏因接觸藝術，病情轉穩的

例子。曾有一位失智奶奶記憶錯置、混亂，認不出老伴，生活也無法自理，奇妙的

是透過繪畫創作，老奶奶的的情緒漸漸平靜，症狀減緩，最後更開了畫展，「老天

奪走她的記憶，就會還給她藝術」。

 2006年成大設立台灣第一間老年學研究所，結合專業醫師與病房實務訓練，從

生理、心理、社會三大領域探討老年學相關議題。2020年再新設「藝術介入老人

與失智」跨域課程，授課教師群包括神經學、失智症專家、老人醫學專科醫師、職

能治療專家、藝術研究者、業師等，課程內容有「長者藝術治療的技巧與效果」、

「失智症與著色畫」、「藝術的身體論」、「歌聲中記起自己：音樂治療」等，既

探討生理、心理也探討疾病，透過系統性課程與實際案例分享，白明奇希望藉由課

程帶領學生認識藝術介入對失智者所帶來的正面效應，未來也規劃將課程內容集結

成書。

 成大副校長林從一、醫學院院長沈延盛、文學院院長陳玉女以及台南市立美術館

館長暨成大老年所兼任教授潘（示番）等貴賓皆出席課程說明記者會。沈延盛表

示，面對未來高齡社會，醫師不再只是開藥治療病人，藝術治療是成大高齡老人治

療很重要的一塊拼圖。「藝術家將眼睛變成手，將手變成眼睛，並與心靈融合一體

來創作」，潘（示番）認為藝術延伸諸多的身體可能性，台南擁有目前全台最大、

最美麗的美術館，樂見與成大老年所合作，攜手共創未來，打造更為幸福宜居的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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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延緩失智 成大攜手南美館開
課

2020-02-14

成大老年所等三個所與市立美術館合作開課，要用醫療和藝術幫助老人

與失智患者，為全國首創。  （記者葉進耀攝）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所、職能治療所與台南市立美術館

合作，三月將新開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老年所所長白

明奇說，這是全國首創利用醫療和藝術一起來幫助老人與失智患者。

 白明奇指出，失智患者對家人或照顧者生活影響層面甚廣，臨床上常

見案例，有患者懷疑八旬老伴與外籍看護有私情；也有患者頻打電話報

警說媳婦盜領存款等。有文獻資料指出，藝術治療能刺激認知喚起情緒

與想像力，進而達到舒緩失智患者身心症狀的正面效益；診間病患裡不

乏因接觸藝術，病情轉穩的例子，曾有一位失智八旬奶奶記憶錯置、混

亂，認不出老伴，生活也無法自理，奇妙的是透過繪畫創作，老奶奶的

情緒漸漸平靜，症狀減緩，最後還開畫展，白明奇形容這位老奶奶：

「老天奪走她的記憶，就會還給她藝術」。

 白明奇說，失智症種類繁多，目前多屬保守治療，患者認知功能漸

衰，造成許多生活不便，但從臨床個案中發現，透過藝術可以緩和患者

的精神症狀與問題行為，兼顧患者身心健康。老年所新設「藝術介入老

人與失智」跨域課程，授課教師群包括神經學、失智症專家、老人醫學

專科醫師、職能治療專家、藝術研究者、業師等，透過系統性課程與實

際案例分享。未來也規劃將課程內容集結成書。

 台南市立美術館館長、也是成大老年所兼任教授潘 說，藝術延伸諸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1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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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身體可能性，台南擁有目前全台最大、最美麗的美術館，與成大老

年所合作，除了傳統的作藝術展演外，也透過藝術非常規的輔助治療失

智，及幫助老人減緩失智，美術館可以扮演更多元的社會角色、承擔更

多的社會責任，打造幸福宜居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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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老年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所、職能治療所與台南市美術館合作，全國首創「藝術介

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曹婷婷攝)

1年增加1萬名失智者 成大、南美館攜手藝術治療跨域課程
中時 曹婷婷20:17 2020/02/13

全台約30萬名失智症患者(包含極輕症)，每年成長1萬名，形同與時間賽跑的失智照護議

題，更顯刻不容緩！成大老年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所、職能治療所與台南市美術館合

作，全國首創「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未來將把課程內容集結成書，南美館

更規畫讓失智者走進館內參觀、作畫並辦展，讓更多人了解失智者面貌。

成大老年所所長白明奇說，失智症種類繁多，目前多屬保守治療，患者認知功能漸衰，

造成諸多生活不便，但從臨床個案發現，藝術能緩和患者精神症狀與問題行為，兼顧身

心健康。

他強調，失智患者對家人或照顧者生活影響層面甚廣，有患者懷疑八旬老伴與外籍看護

有私情；也有患者頻打電話報警說媳婦盜領存款；還曾發生病人白天嗜睡、夜裡卻翻牆

出走，家人四處急尋徹夜未眠等案例。

白明奇說，有文獻指出，藝術治療能刺激認知喚起情緒與想像力，進而達到舒緩失智患

者身心症狀的正面效益，他的病患不乏因接觸藝術，病情轉穩的案例。他舉例，曾有一

位失智奶奶記憶錯置混亂，認不出老伴，生活也無法自理，奇妙的是，透過繪畫創作，

老奶奶情緒平靜且症狀減緩，還辦了畫展，「老天奪走她的記憶，就會還給她藝術！」

2006年成大設立台灣第一間老年學研究所，結合專業醫師與病房實務訓練，從生理、心

理、社會三大領域探討老年學相關議題。2020年新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

程，授課教師群包括神經學、失智症專家、老人醫學專科醫師、職能治療專家、藝術研

究者、業師等。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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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涵蓋「長者藝術治療的技巧與效果」、「失智症與著色畫」、「藝術的身體

論」、「歌聲中記起自己：音樂治療」等，既探討生理、心理也探討疾病，透過系統性

課程與實際案例分享。

白明奇說，希望藉由課程帶領學生認識藝術介入對失智者所帶來的正面效應，未來也規

畫將課程內容集結成書。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表示，面對高齡社會，醫師不再只是開

藥治療病人，藝術治療是成大高齡老人治療很重要的一塊拼圖。

南美館館長潘(示番)說，「藝術家將眼睛變成手，將手變成眼睛，並與心靈融合一體來創

作」，台南擁有目前全台最大、最美麗的美術館，南美館善盡社會責任，透過與成大老

年所合作希望讓失智症這個議題受到更多關注，而南美館也實際以自身公共資源，提供

資源讓藝術治療走進有需要的人的生命中。

(中時 )

#藝術 #失智 #治療 #課程 #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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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攜手南美館 開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

域課程

2020-02-13 23:15  聯合報  / 記者鄭維真／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所、職能治療所與台南市立

美術館合作，將在下學期開設全台第一個有系統性的「藝術介

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推廣藉由藝術等非常規醫療方式輔

助治療失智患者，讓病患在老年生活過得開心、舒緩情緒。

成 大老年 所長白明奇（左三）與南美館長潘  （左二）等人合作 ，將在 成 大 開設「藝術介

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  記者鄭維真／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zND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2%A3%E8%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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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老年所長、神經科醫師白明奇指出，台灣將在2026年邁入

超高齡社會，目前全台約有30萬失智患者，近來每年以增加1

萬人的速度成長，由於失智症仍以年長者占多數，勢必成高齡

化時代的重要議題。

白明奇說，失智症會影響患者的生心理，除了會有認知功能退

化，也常伴隨情緒、行為等非認知症狀，目前藥物治療無法根

治。曾有患者頻頻打電話報警稱媳婦盜領存款，也有病人白天

嗜睡、半夜翻牆出走，同時衍生照顧者生活層面的問題。

他多年來發現讓患者繪畫、參訪藝術活動等，能減緩失智者的

非認知症狀，穩定情緒，過去雖然有不少相關講座，但缺乏有

系統性的教學、成效探討，因此期待透過跨領域合作開設課

程，宣揚藝術、音樂、舞蹈、戲劇等非常規醫療方式的輔助治

療，可以為失智者所帶來的正面效應，未來也會將各授課教師

的上課內容集結成書。

成大副校長林從一、醫學院院長沈延盛、文學院院長陳玉女以

及台南市立美術館館長暨成大老年所兼任教授潘襎等人，都出

席課程說明記者會。沈延盛表示，面對未來高齡社會，醫師不

再只是開藥治療病人，藝術治療是成大高齡老人治療很重要的

一塊拼圖。

「藝術家將眼睛變成手，將手變成眼睛，並與心靈融合一體來

創作」，潘襎認為藝術延伸諸多的身體可能性，台南擁有目前

全台最大、最美麗的美術館，樂見與成大老年所合作，攜手共

創未來，打造更為幸福宜居的城市。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4%B1%E6%99%BA%E7%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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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成大攜手南美館 開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課程

2020-02-13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成功大學 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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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在108學年第二學期，將開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希望藉由參
與藝術活動，提昇老人及失智長者的生活品質。
 
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所、職能治療所與台南市立美術館合作，108學年第
二學期將新開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成大老年所所長白明奇說，失智症
種類繁多，目前多屬保守治療，如果患者認知功能漸衰，將造成許多生活不便，從事藝
術活動，將可以有效緩解失智的情況。
 
「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授課教師群專業領域包括神經學、失智症專家、老
人醫學專科醫師、職能治療專家、藝術研究者、業師等，從生理、心理、藝術、疾病層
面探討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者的成效。

成大開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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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炙熱藝術魂　成大X南美館開設「藝術介入
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

▲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所、職能治療所與台南市立美術館合作，將新開設「藝術介入

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所、職能治療所與台南市立美術館合作，2019學年

第2學期將新開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13日上午特舉行課程說明會。

https://www.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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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老年所所長，同時也是成大醫院神經科醫師的白明奇指出，失智症種類繁多，目

前多屬保守治療，患者認知功能漸衰，造成許多生活不便，但從臨床個案發現，透過

藝術可以緩和患者的精神症狀與問題行為，可兼顧患者身心健康。

白明奇說，失智患者對家人或照顧者生活影響層面甚廣，有患者懷疑8旬老伴與外籍看

護有私情；也有患者頻打電話報警說媳婦盜領存款；還曾發生病人白天嗜睡夜裡翻牆

出走，家人四處急尋徹夜未眠等案例。有文獻資料指出，藝術治療能刺激認知喚起情

緒與想像力，進而達到舒緩失智患者身心症狀的正面效益。他的病患裡不乏因接觸藝

術，病情轉穩的例子。曾有一位失智奶奶記憶錯置、混亂，認不出老伴，生活也無法

自理，奇妙的是透過繪畫創作，老奶奶的的情緒漸漸平靜，症狀減緩，最後更開了畫

展，「老天奪走她的記憶，就會還給她藝術」。

2006年成大設立台灣第1間老年學研究所，結合專業醫師與病房實務訓練，從生理、

心理、社會三大領域探討老年學相關議題。2020年再新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

域課程，授課教師群包括神經學、失智症專家、老人醫學專科醫師、職能治療專家、

藝術研究者、業師等，課程內容有「長者藝術治療的技巧與效果」、「失智症與著色

畫」、「藝術的身體論」、「歌聲中記起自己：音樂治療」等，既探討生理、心理也

探討疾病，透過系統性課程與實際案例分享，白明奇希望藉由課程帶領學生認識藝術

介入對失智者所帶來的正面效應，未來也規劃將課程內容集結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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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副校長林從一、醫學院院長沈延盛、文學院院長陳玉女以及台南市立美術館館長

暨成大老年所兼任教授潘（示番）等人士皆出席課程說明會。沈延盛院長表示，面對

未來高齡社會，醫師不再只是開藥治療病人，藝術治療是成大高齡老人治療很重要的

一塊拼圖，「藝術家將眼睛變成手，將手變成眼睛，並與心靈融合一體來創作」。潘

(示番)認為藝術延伸諸多的身體可能性，台南擁有目前全台最大、最美麗的美術館，

樂見與成大老年所合作，攜手共創未來，打造更為幸福宜居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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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藝術魂精神 成大×南美館開設跨域「藝術介
入老人與失智」課程

大成報／于郁金 2020.02.13 17:19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所、職能治療

所與臺南市立美術館合作，108學年第二學期將新開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

程，13日上午舉行課程說明記者會，成大老年所所長白明奇說，失智症種類繁多，目

前多屬保守治療；患者認知功能漸衰，造成許多生活不便，但從臨床個案中發現，透過

藝術可以緩和患者精神症狀與問題行為，兼顧患者身心健康。 

成功大學老年所所長白明奇指出，失智患者對家人或照顧者生活影響層面甚廣，有患者

懷疑8旬老伴與外籍看護有私情；也有患者頻打電話報警說媳婦盜領存款；還曾發生病

人白天嗜睡夜裡翻牆出走，家人四處急尋徹夜未眠等案例。 

白明奇指出，有文獻資料指出，藝術治療能刺激認知喚起情緒與想像力，進而達到舒緩

失智患者身心症狀的正面效益；他的病患裡不乏因接觸藝術，病情轉穩的例子；曾有一

位失智奶奶記憶錯置、混亂，認不出老伴，生活也無法自理，奇妙的是透過繪畫創作，

老奶奶的的情緒漸漸平靜，症狀減緩，最後更開了畫展，「老天奪走她的記憶，就會還

給她藝術」。 

校方表示，2006年成大設立臺灣第1間老年學研究所，結合專業醫師與病房實務訓練，

從生理、心理、社會三大領域探討老年學相關議題；2020年再新設「藝術介入老人與

失智」跨域課程，授課教師群包括神經學、失智症專家、老人醫學專科醫師、職能治療

專家、藝術研究者、業師等，課程內容有「長者藝術治療的技巧與效果」、「失智症與

著色畫」、「藝術的身體論」、「歌聲中記起自己：音樂治療」等，既探討生理、心理

也探討疾病。 

白明奇表示，透過系統性課程與實際案例分享，希望藉由課程帶領學生認識藝術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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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失智者所帶來正面效應，未來也規劃將課程內容集結成書。 

成大副校長林從一、醫學院院長沈延盛、文學院院長陳玉女以、臺南市立美術館館長暨

成大老年所兼任教授潘(示番)等貴賓，皆出席課程說明記者會。沈延盛表示，面對未來

高齡社會，醫師不再只是開藥治療病人，藝術治療是成大高齡老人治療很重要的一塊拼

圖。 

「藝術家將眼睛變成手，將手變成眼睛，並與心靈融合一體來創作」，南美館館長潘

(示番)認為，藝術延伸諸多的身體可能性，臺南擁有目前全台最大、最美麗的美術館，

樂見與成大老年所合作，攜手共創未來，打造更為幸福宜居城市。(于郁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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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藝術魂 成大×南美館開設跨域「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
課程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所、職能治療所

與臺南市立美術館合作，108學年第二學期將新開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

程，13日上午舉行課程說明記者會，成大老年所所長白明奇說，失智症種類繁多，目

前多屬保守治療；患者認知功能漸衰，造成許多生活不便，但從臨床個案中發現，透

過藝術可以緩和患者精神症狀與問題行為，兼顧患者身心健康。

成功大學老年所所長白明奇指出，失智患者對家人或照顧者生活影響層面甚廣，有患

者懷疑8旬老伴與外籍看護有私情；也有患者頻打電話報警說媳婦盜領存款；還曾發生

病人白天嗜睡夜裡翻牆出走，家人四處急尋徹夜未眠等案例。

白明奇指出，有文獻資料指出，藝術治療能刺激認知喚起情緒與想像力，進而達到舒

緩失智患者身心症狀的正面效益；他的病患裡不乏因接觸藝術，病情轉穩的例子；曾

有一位失智奶奶記憶錯置、混亂，認不出老伴，生活也無法自理，奇妙的是透過繪畫

創作，老奶奶的的情緒漸漸平靜，症狀減緩，最後更開了畫展，「老天奪走她的記

憶，就會還給她藝術」。

校方表示，2006年成大設立臺灣第1間老年學研究所，結合專業醫師與病房實務訓

練，從生理、心理、社會三大領域探討老年學相關議題；2020年再新設「藝術介入老

勁報 2020/02/13 17:19(16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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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失智」跨域課程，授課教師群包括神經學、失智症專家、老人醫學專科醫師、職

能治療專家、藝術研究者、業師等，課程內容有「長者藝術治療的技巧與效果」、

「失智症與著色畫」、「藝術的身體論」、「歌聲中記起自己：音樂治療」等，既探

討生理、心理也探討疾病。

白明奇表示，透過系統性課程與實際案例分享，希望藉由課程帶領學生認識藝術介

入，對失智者所帶來正面效應，未來也規劃將課程內容集結成書。

成大副校長林從一、醫學院院長沈延盛、文學院院長陳玉女以、臺南市立美術館館長

暨成大老年所兼任教授潘(示番)等貴賓，皆出席課程說明記者會。沈延盛表示，面對未

來高齡社會，醫師不再只是開藥治療病人，藝術治療是成大高齡老人治療很重要的一

塊拼圖。

「藝術家將眼睛變成手，將手變成眼睛，並與心靈融合一體來創作」，南美館館長潘

(示番)認為，藝術延伸諸多的身體可能性，臺南擁有目前全台最大、最美麗的美術館，

樂見與成大老年所合作，攜手共創未來，打造更為幸福宜居城市。(于郁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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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藝術魂 成大X南美館開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

     【記者于郁金/連凱斐/臺南報導】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所、職能治療所與台南市立美術館合作，108學年第二學期將
新開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2/13日上午舉行課程說明記者會，成大老年所所長白明奇說，失智症種類繁多，目前多
屬保守治療。患者認知功能漸衰，造成許多生活不便，但從臨床個案中發現，透過藝術可以緩和患者的精神症狀與問題行為，兼顧患
者身心健康。
       成大老年所所長，同時也是成大醫院神經科醫師的白明奇指出，失智患者對家人或照顧者生活影響層面甚廣，有患者懷疑八旬老
伴與外籍看護有私情；也有患者頻打電話報警說媳婦盜領存款；還曾發生病人白天嗜睡夜裡翻牆出走，家人四處急尋徹夜未眠等案
例。有文獻資料指出，藝術治療能刺激認知喚起情緒與想像力，進而達到舒緩失智患者身心症狀的正面效益。他的病患裡不乏因接觸
藝術，病情轉穩的例子。曾有一位失智奶奶記憶錯置、混亂，認不出老伴，生活也無法自理，奇妙的是透過繪畫創作，老奶奶的的情
緒漸漸平靜，症狀減緩，最後更開了畫展，「老天奪走她的記憶，就會還給她藝術」。
       2006年成大設立台灣第一間老年學研究所，結合專業醫師與病房實務訓練，從生理、心理、社會三大領域探討老年學相關議
題。2020年再新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授課教師群包括神經學、失智症專家、老人醫學專科醫師、職能治療專家、
藝術研究者、業師等，課程內容有「長者藝術治療的技巧與效果」、「失智症與著色畫」、「藝術的身體論」、「歌聲中記起自己：
音樂治療」等，既探討生理、心理也探討疾病，透過系統性課程與實際案例分享，白明奇希望藉由課程帶領學生認識藝術介入對失智
者所帶來的正面效應，未來也規劃將課程內容集結成書。
       成大副校長林從一、醫學院院長沈延盛、文學院院長陳玉女以及台南市立美術館館長暨成大老年所兼任教授潘(示番)等貴賓皆出
席課程說明記者會。沈延盛表示，面對未來高齡社會，醫師不再只是開藥治療病人，藝術治療是成大高齡老人治療很重要的一塊拼
圖。「藝術家將眼睛變成手，將手變成眼睛，並與心靈融合一體來創作」，潘(示番)認為藝術延伸諸多的身體可能性，台南擁有目前
全台最大、最美麗的美術館，樂見與成大老年所合作，攜手共創未來，打造更為幸福宜居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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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超高齡化社會　成大與南美館合開「藝術介入老

人與失智」跨域課程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0-02-14 06:25

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所、職能治療所與台南市立美術館合作，

108學年第二學期將新開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上午舉行課程

說明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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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老年所所長，同時也是成大醫院神經科醫師的白明奇指出，失智症種類繁

多，目前多屬保守治療，患者認知功能漸衰，造成許多生活不便，但從臨床個

案中發現，透過藝術可以緩和患者的精神症狀與問題行為，兼顧患者身心健

康。

白明奇所長說，失智患者對家人或照顧者生活影響層面甚廣，有患者懷疑八旬

老伴與外籍看護有私情﹔也有患者頻打電話報警說媳婦盜領存款﹔還曾發生病

人白天嗜睡夜裡翻牆出走，家人四處急尋徹夜未眠等案例，有文獻資料指出，

藝術治療能刺激認知喚起情緒與想像力，進而達到舒緩失智患者身心症狀的正

面效益。曾有一位失智奶奶記憶錯置、混亂，認不出老伴，生活也無法自理，

奇妙的是透過繪畫創作，老奶奶的的情緒漸漸平靜，症狀減緩，最後更開了畫

展，「老天奪走她的記憶，就會還給她藝術」。

2020年再新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授課教師群包括神經學、失

智症專家、老人醫學專科醫師、職能治療專家、藝術研究者、業師等，課程內

容有「長者藝術治療的技巧與效果」、「失智症與著色畫」、「藝術的身體

論」、「歌聲中記起自己：音樂治療」等，既探討生理、心理也探討疾病，透

過系統性課程與實際案例分享。

副校長林從一、沈延盛、文學院院長陳玉女以及潘襎等貴賓皆出席課程說明記

者會。

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表示，面對未來高齡社會，醫師不再只是開藥治療病

人，藝術治療是成大高齡老人治療很重要的一塊拼圖。

台南市立美術館館長暨成大老年所兼任教授潘襎認為藝術延伸諸多的身體可能

性，台南擁有目前全台最大、最美麗的美術館，樂見與成大老年所合作，攜手

共創未來，打造更為幸福宜居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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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介入延緩失智症 成大攜手南美館開課

成功大學與台南市美術館合作，開辦「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記者
劉婉君攝）

2020-02-13 20:45:45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全台失智症患者包括極輕度在內，將近30萬人，

且以每年1萬人的速度逐年增加，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首創「藝術介入老人

與失智」跨域課程，攜手藝術研究所、職能治療所與台南市美術館，將以系

統性的授課內容，帶領學生認識藝術介入對失智者及老人帶來的正面效應。

成大老年所所長白明奇表示，失智症種類眾多，目前多屬保守治療，透過藝

術介入，可有助於穩定患者的精神症狀與行為，減少使用藥物，生活品質可

以獲得改善，根據研究，1個月到美術館或博物館1次，有助於延緩失智，老

年人生活也可以更多彩多姿，國內外都有醫生開出「藝術處方箋」，要患者

參觀美術館。

白明奇指出，成大有全國第一所老年所，「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課程也是

國內首創，結合醫學、藝術、職能與物理治療、心理等，於下學期開課，開

放選修對象為校內及校外研究生以及成大大三以上的學生，從生理、心理、

藝術、疾病層面，探討藝術介入對失智者及老年人的成效，未來也會集結成

書。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2/13/3067131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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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館長潘襎表示，館方未來也會計畫利用週一休館日，提供失智症患者參

觀及藝術治療創作的場域，並思考透過作品展示，讓家庭與社會了解失智症

患者的真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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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延緩失智 成大攜手南美館開設跨域課程

2020/02/14 11:55 報導

小 中 大
字級大小：
從臨床個案中發現，透過藝術可以緩和失智症患者的精神症狀與問題行為，並兼顧患者身心健
康，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所、職能治療所與台南市立美術館合作，108學年第二學
期將新開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成大副校長林從一、醫學院院長沈延盛、文學院
院長陳玉女以及台南市立美術館館長暨成大老年所兼任教授潘(示番)等貴賓皆出席課程說明記者
會。 

成大老年所所長，同時也是成大醫院神經科醫師的白明奇指出，有文獻資料指出，藝術治療能刺
激認知喚起情緒與想像力，進而達到舒緩失智患者身心症狀的正面效益。他的病患裡不乏因接觸
藝術，病情轉穩的例子。曾有一位失智奶奶記憶錯置、混亂，認不出老伴，生活也無法自理，奇
妙的是透過繪畫創作，老奶奶的的情緒漸漸平靜，症狀減緩，最後更開了畫展，「老天奪走她的
記憶，就會還給她藝術」。 

2006年成大設立台灣第一間老年學研究所，結合專業醫師與病房實務訓練，從生理、心理、社會
三大領域探討老年學相關議題。2020年再新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授課教師群包
括神經學、失智症專家、老人醫學專科醫師、職能治療專家、藝術研究者、業師等，課程內容有
「長者藝術治療的技巧與效果」、「失智症與著色畫」、「藝術的身體論」、「歌聲中記起自
己：音樂治療」等，既探討生理、心理也探討疾病，透過系統性課程與實際案例分享，白明奇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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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藉由課程帶領學生認識藝術介入對失智者所帶來的正面效應，未來也規劃將課程內容集結成
書。(中廣記者陳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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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延緩失智 「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成大開課
記者林怡孜 / 台南報導 - 2020-02-13 18:18:45

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所、職能治療所與台南市美術館合作，108學年第二學期將新開設「藝術介入

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

成大老年所所長、同時也是熱蘭遮失智症協會理事長白明奇說，失智症種類繁多，目前多屬保守治療，患者認知

功能會漸漸衰退，繼而造成生活不便。但他從臨床個案中發現，透過藝術可以緩和患者的精神症狀與問題行為，

兼顧患者身心健康。

白明奇指出，失智患者對家人或照顧者生活影響層面甚廣，有患者懷疑八旬老伴與外籍看護有私情；也有患者頻

打電話報警說媳婦盜領存款。還曾發生病人白天嗜睡夜裡翻牆出走，家人四處急尋徹夜未眠等案例。

文獻資料指出，藝術治療能刺激認知喚起情緒與想像力，進而達到舒緩失智患者身心症狀的正面效益。白明奇表

示，他接觸過的病患裡不乏因接觸藝術而病情轉穩的例子，曾有一位失智老太太因記憶錯置、混亂，認不出老

伴，弄得全家翻天覆地，奇妙的是老太太透過繪畫創作，情緒漸漸平靜，失智症狀更是趨於平穩；老太太的藝術

魂一發不可收拾，最後甚至開了畫展。「老天奪走她的記憶，就會還給她藝術創作的能量」。

▲失智症患者經由藝術創作開啟生命中的另一扇窗，圖中畫作為患者作品（圖／記者林怡孜攝，
2020,02,13）

成功大學於2006年設立台灣第一間老年學研究所，結合專業醫師與病房實務訓練，從生理、心理、社會三大領域

探討老年學相關議題。2020年再新設「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跨域課程，授課教師群包括神經學、失智症專家、

老人醫學專科醫師、職能治療專家、藝術研究者、業師等。

課程內容包括「長者藝術治療的技巧與效果」、「失智症與著色

畫」、「藝術的身體論」、「歌聲中記起自己：音樂治療」等，既探討生理、心理也探討疾病，透過系統性課程

與實際案例分享，白明奇希望藉由課程，帶領學生認識藝術介入對失智者所帶來的正面效應，未來規劃將課程內

容集結成書。

▲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授課師資跨界各方專業人士（圖／記者林怡孜攝，2020,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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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館館長潘襎在老年學研究所兼任三堂課，發揮本身藝術專業，他表示，美術館未來還會有更大的可能性，除

了藝術之外也能對社會做更大的貢獻。潘襎強調，台南美術館為全台最大、最美麗的美術館，非常樂見與成大老

年所合作，攜手共創未來，打造讓老年人更為宜居的城市。



2020/2/14 阿霞飯店贈6600份米糕 為成醫抗疫打氣 | CSR | 商情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6722/4342837 1/2

阿霞飯店贈6600份米糕 為成醫抗疫打氣

台南阿霞飯店為感佩成⼤醫院醫護⼈員及校⽅防疫⼈員，為防疫所做的⾟勞
付出，⽇前準備意喻六六⼤順的6600份⽶糕和甜粥，分批送⾄成⼤醫院，向
抗疫與防疫⼈員表達感謝之意外，成⼤校⻑蘇慧貞亦頒發感謝狀予阿霞飯
店。

阿霞飯店總經理吳健豪表⽰，由於新型冠狀病毒肆虐下，成⼤醫護和防疫⼈
員全⼒投⼊，感謝他們⼀路守護⺠眾與學⽣健康，阿霞只是⼀家⼩店，但希
望在全⺠防疫中，盡些棉薄⼼⼒。

2020-02-13 20:54 經濟日報 張傑

阿霞飯店準備意喻六六⼤順的6600份⽶糕和甜粥，向抗疫與防疫⼈員表達感謝之意。 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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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校⻑蘇慧貞說，⾃⼰從⼩在阿霞飯店附近⻑⼤，這份情緣也持續⾄今，
對於阿霞飯店的暖⼼義舉深表敬意，也代表所有防疫⼈員感謝阿霞的⿎勵，
並親頒感謝狀予阿霞飯店董事⻑曹淑華。

阿霞飯店總經理吳健豪說，所致贈的餐點，選⽤阿霞飯店經典菜⾊紅蟳⽶
糕，由於考慮到不是所有⼈都能吃紅蟳，所以把紅蟳換成⼲⾙絲，搭配多項
台灣在地⾷材，包括豬絞⾁、花菇等⽶糕料和⻑糯⽶蒸製的⽩⽶糕拌均，再
加上⾹味濃郁的花⽣，即使隔餐⾷⽤，只要經過簡單覆熱仍能保留經典⼝味
與豐富⼝感。

⽽6600份餐點數量則取諧⾳六六⼤順，祈求天佑台灣，讓疫情順利控制，
6600份餐點製作需投⼊⼀定的⼈⼒物⼒，餐點秉持阿霞精神當天現做，即拆
即⾷，希望⼀週內能讓所有成⼤醫院及校⽅所有防疫單位都收到阿霞飯店的
⼼意。

成⼤醫院院⻑沈孟儒說，即使⾮防疫時期，醫護⼈員也很難好好正常吃飯，
醫院平⽇多提供養⽣茶和⾹蕉做為營養補給，對於勞累的抗疫醫護⼈員來
說，阿霞飯店以其專業提供美⾷為⼤家加油、打氣，暖胃、⼜暖⼼，在寒冬
裡⼈都熱了起來。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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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組新冠肺炎平台 廖俊智：盼一周內建資源

共享平台

2020-02-13 21:02  聯合報  / 記者陳宛茜／台北即時報導

2019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蔓延全

球，各國都想及早找出解決之道。中研院院長廖俊智今日召開

「國內學研單位COVID-19合作平台」會議，希望一周內能建立

資源共享平台，讓學研單位能共同分享研究材料及資訊，

8 武漢肺炎

中研院新型冠狀病毒任務編組示意圖。圖 / 中研院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1MDQ=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COVID-19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AD%A6%E6%BC%A2%E8%82%BA%E7%82%8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B%96%E4%BF%8A%E6%99%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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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的十五個國內學研單位代表，經熱烈討論後，決議組成十

三項協作子平台，包括病毒培養、檢體，病毒分讓、檢測、老

藥新用、關鍵材料供應、智慧財產權、抗體、小分子合成、疫

苗、抗原、動物模式、社會倫理與法律等，共同投入 COVID-

19 的快速篩檢工具、藥物與疫苗研發。

廖俊智表示，目前研究需求包括感染控制、流行病學調查、臨

床診斷與治療、快篩方式(包括病毒RNA、病毒抗原、血清抗體

的檢測)、治療性藥物（中和抗體、小分子藥物）、疫苗，及

COVID-19病毒致病機轉等。此外，也應納入社會倫理及法律等

相關研究，以利疫情的控制與後續影響的評估。

廖俊智表示，短期目標希望一周內能建立資源共享平台，讓學

研單位能共同分享研究材料及資訊，多管齊下也等同買保險，

確保研究成果的時效；中期目標為，在一切順利的情況下，最

快約3至6個月能有小規模快篩檢測的原型產品；他也指出，新

型小分子藥物、治療性抗體及疫苗則約需1.5年以上時間，為下

一波疫情準備。

未來相關研究成果也將依既有學術界規定共享。廖俊智在會中

決定參與的學研單位共同草擬智財協議，讓全台民眾能早日共

享研究成果，避免許多後續曠日廢時的行政程序。

出席今日學研合作平台會議的包含中研院劉扶東副院長及中研

院生醫所、基因體中心、生醫轉譯中心、分生所、化學所、農

生中心。另有衛福部疾管署、農委會、科技部等部會，台灣大

學、陽明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長庚大學及國防醫學院

等大專院校，以及國衛院、工研院、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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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國動中心等研究法人與會。中研院也歡迎尚未參與的學研

單位加入，共享研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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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攜手學研界組開放平台 打擊武漢肺炎
最新更新：2020/02/13 20:26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全球染病案例數量不斷攀升，台灣也有18個確診案例，中研院與學研界13日開會決
議組成13項協作子平台，投入藥物與疫苗研發等工作，共同打擊武漢肺炎。（中研院提供）中央社記者
吳欣紜傳真　109年2月13日

（中央社記者吳欣紜台北13日電）武漢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中研院院長廖俊智今天

召開學研合作平台會議，決議組成13項協作子平台，包括病毒培養、檢體等，共同

投入武漢肺炎的快速篩檢工具、藥物與疫苗研發。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全球染病案例數量不斷攀升，台灣也有18個確診案例，但這疾

病卻沒有疫苗也沒有藥物，全球各國都希望能及早找出解決之道。

中研院今天表示，廖俊智已於今天召開「國內學研單位COVID-19合作平台」會議，

共有15個國內學研單位代表與會，會中決議組成13項協作子平台，包括病毒培養、

檢體，病毒分讓、檢測、老藥新用、關鍵材料供應、智慧財產權、抗體、小分子合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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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疫苗、抗原、動物模式、社會倫理與法律等，共同投入武漢肺炎的快速篩檢工

具、藥物與疫苗研發。

廖俊智指出，短期目標希望能在一週內能建立資源共享平台，讓學研單位能共同分享

研究材料及資訊，多管齊下也等同買保險，確保研究成果的時效；中期目標則希望在

一切順利的情況下，在約3至6個月間能有小規模快篩檢測的原型產品；他也指出，

新型小分子藥物、治療性抗體及疫苗則約需1.5年以上時間，為下一波疫情準備。

廖俊智表示， 未來相關研究成果也將依既有學術界規定共享，也在會中決定讓參與

的學研單位共同草擬智財協議，讓全台灣民眾能早日共享研究成果，避免許多後續曠

日廢時的行政程序。

中研院表示，因應1月爆發的武漢肺炎疫情，為協助防疫，廖俊智在1月28日召開院

內第一次會議，邀集中研院專家共同討論對策，就血清抗體檢測、病毒抗原檢測、新

型治療性抗體、抗病毒藥物，及疫苗等面向組成「新冠病毒任務工作小組」。

中研院表示，今天出席學研合作平台會議的包含中研院副院長劉扶東、中研院生醫

所、基因體中心、生醫轉譯中心、分生所、化學所、農生中心、衛福部疾管署、農委

會、科技部，台灣大學、陽明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長庚大學及國防醫學院等

大專院校以及國衛院、工研院、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國動中心等研究法人與

會，也歡迎尚未參與的學研單位加入，共享研究資源。

世界衛生組織（WHO）已將武漢肺炎定名為COVID-19（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

（編輯：吳協昌）109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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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中研院與學研界13日開會決議組成13項協作子平台，共同投入武漢肺
炎的快速篩檢工具、藥物與疫苗研發，未來相關研究成果也將依既有學術界規定共享。（中研
院提供）中央社記者吳欣紜傳真　109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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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抗疫國家隊」成軍 中研院：3~6月
研發快篩

中研院攜手學研界籌組開放科學平台，已有15個國內單位投入 ，共同投入快速
篩檢工具、藥物與疫苗研發。（中研院提供）

2020-02-13 21:12:39

〔記者簡惠茹／台北報導〕加速武漢肺炎研究！中研院攜手學研界籌組開放

科學平台，已有國內15個單位加入，將共同投入研發武漢肺炎快速篩檢工

具、藥物與疫苗。中研院院長廖俊智表示，研究成果將依學術界規定共享，

中期目標最快約3至6個月能有小規模快篩檢測的原型產品，新型小分子藥

物、治療性抗體及疫苗則約需1.5年以上，為下一波疫情準備。

2019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蔓延全球，各國都想及早找出解決之

道，中央研究院廖俊智院長今天召開「國內學研單位COVID-19合作平台」會

議。廖俊智在會中倡議開放科學（open science）的精神，以利學研單位共

享研究材料、研究資訊，及智財成果，分進合擊不僅能加速研發進度，更可

以多重驗證由不同研究團隊研發出的成果」。

中研院表示，與會的15個國內學研單位代表，經熱烈討論後，決議組成13項

協作子平台，包括病毒培養、檢體，病毒分讓、檢測、老藥新用、關鍵材料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2/13/3067341_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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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智慧財產權、抗體、小分子合成、疫苗、抗原、動物模式、社會倫理

與法律等，共同投入快速篩檢工具、藥物與疫苗研發。

廖俊智指出，目前研究需求包括感染控制、流行病學調查、臨床診斷與治

療、快篩方式（包括病毒RNA、病毒抗原、血清抗體的檢測）、治療性藥物

（中和抗體、小分子藥物）、疫苗，及病毒致病機轉等。此外，也應納入社

會倫理及法律等相關研究，以利疫情的控制與後續影響的評估。

廖俊智強調，短期目標希望一週內能建立資源共享平台，讓學研單位能共同

分享研究材料及資訊，多管齊下也等同買保險，確保研究成果的時效；中期

目標為，在一切順利的情況下，最快約3至6個月能有小規模快篩檢測的原型

產品；他也指出，新型小分子藥物、治療性抗體及疫苗則約需1.5年以上時

間，為下一波疫情準備。

廖俊智也在會中決定參與的學研單位共同草擬智財協議，未來相關研究成果

也將依既有學術界規定共享，讓全台灣民眾能早日共享研究成果，避免許多

後續曠日廢時的行政程序。

中研院指出，因應今年1月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為協助防疫，廖俊智早

在春節期間1月28日召開院內第一次會議，邀集院內專家共同討論對策，結合

跨世代及跨單位研究同仁的共同合作，就血清抗體檢測、病毒抗原檢測、新

型治療性抗體、抗病毒藥物，及疫苗等面向，組成「新冠病毒任務工作小

組」，此次透過國內學研單位合作平台的啟動，盼善盡關鍵社會責任，一起

成為國家防疫最堅強的研究後盾。

出席今日學研合作平台會議的人員，中研院表示，包含中研院副院長劉扶東

及中研院生醫所、基因體中心、生醫轉譯中心、分生所、化學所、農生中

心，另有衛福部疾管署、農委會、科技部等部會，台灣大學、陽明大學、成

功大學、清華大學、長庚大學及國防醫學院等大專院校，以及國衛院、工研

院、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國動中心等研究法人與會；中研院也歡迎

尚未參與的學研單位加入，共享研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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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攜手學研界籌組開放科學平台，已有15個國內單位投入 ，共同投入快速
篩檢工具、藥物與疫苗研發。（中研院提供）

中研院攜手學研界籌組開放科學平台，已有15個國內單位投入 ，共同投入快速
篩檢工具、藥物與疫苗研發。（中研院提供）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2/13/3067341_1_1.jpg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2/13/3067341_4_1.jpg


2020/2/14 國內學研單位COVID-19合作平台會議 倡議開放科學精神 | 產業熱點 | 產業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342615 1/2

國內學研單位COVID-19合作平台會議　倡議開放科
學精神

2019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蔓延全球，各國都想及早找出解決之
道。中央研究院廖俊智院⻑今（13）⽇召開「國內學研單位COVID-19合作
平台」會議。廖俊智院⻑在會中倡議開放科學（open science）的精神，以
利學研單位共享研究材料、研究資訊，及智財成果。分進合擊不僅能加速研
發進度，更可以多重驗證由不同研究團隊研發出的成果。

與會的⼗五個國內學研單位代表，經熱烈討論後，決議組成⼗三項協作⼦平
台，包括病毒培養、檢體，病毒分讓、檢測、⽼藥新⽤、關鍵材料供應、智
慧財產權、抗體、⼩分⼦合成、疫苗、抗原、動物模式、社會倫理與法律
等，共同投⼊ COVID-19 的快速篩檢⼯具、藥物與疫苗研發。

廖院⻑表⽰，⽬前研究需求包括感染控制、流⾏病學調查、臨床診斷與治
療、快篩⽅式(包括病毒RNA、病毒抗原、⾎清抗體的檢測)、治療性藥物（中
和抗體、⼩分⼦藥物）、疫苗，及COVID-19病毒致病機轉等。此外，也應納
⼊社會倫理及法律等相關研究，以利疫情的控制與後續影響的評估。

廖院⻑強調，短期⽬標希望⼀週內能建⽴資源共享平台，讓學研單位能共同
分享研究材料及資訊，多管⿑下也等同買保險，確保研究成果的時效；中期
⽬標為，在⼀切順利的情況下，最快約3⾄6個⽉能有⼩規模快篩檢測的原型
產品；他也指出，新型⼩分⼦藥物、治療性抗體及疫苗則約需1.5年以上時
間，為下⼀波疫情準備。

未來相關研究成果也將依既有學術界規定共享。廖院⻑也在會中決定參與的
學研單位共同草擬智財協議，讓全臺灣⺠眾能早⽇共享研究成果，避免許多
後續曠⽇廢時的⾏政程序。

因應今年1⽉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為協助防疫，廖院⻑在春節期間(1⽉
28⽇)召開院內第⼀次會議，邀集本院專家共同討論對策，結合跨世代及跨單
位研究同仁的共同合作，就⾎清抗體檢測、病毒抗原檢測、新型治療性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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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抗病毒藥物，及疫苗等⾯向，組成「新冠病毒任務⼯作⼩組」。防疫團
隊在第⼀線作戰，此次透過國內學研單位COVID-19合作平台的啟動，盼善盡
關鍵社會責任，⼀起成為國家防疫最堅強的研究後盾。

出席今⽇學研合作平台會議的包含中研院劉扶東副院⻑及中研院⽣醫所、基
因體中⼼、⽣醫轉譯中⼼、分⽣所、化學所、農⽣中⼼。另有衛福部疾管
署、農委會、科技部等部會，臺灣⼤學、陽明⼤學、成功⼤學、清華⼤學、
⻑庚⼤學及國防醫學院等⼤專院校，以及國衛院、⼯研院、財團法⼈⽣物技
術開發中⼼、國動中⼼等研究法⼈與會。中研院也歡迎尚未參與的學研單位
加⼊，共享研究資源。

科技部﹒智慧財產權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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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防疫　成醫門禁管制新措施

▲成大醫院配合防疫人力規劃調整，住院大樓門禁管制提前至晚上9時。（圖／記者林悅翻攝，下

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成大醫院全力配合新冠肺炎防疫及防疫人力規劃安排，有關門禁管制調整部分時段，

住院大樓門禁管制提前至晚上9時，除領有陪伴證者外，晚上9時至隔天上午7時禁止

進入住院大樓。

https://www.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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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指出，進入病房、門診及檢查區等者，需先做防疫認證，此外，門診大樓1號

門（面向小東路）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至下午5時，車輛可直接開至大門

口，惟就醫民眾下車後須立即離開。2號門（面向勝利路）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6時半到晚上8時（2月17日起）、週六上午6時半至11時，週日不開。3號門（由小東

路轉進）不提供進出，連通門診大樓與住院大樓的2樓天橋關閉，來賓汽、機車停車場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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欖蠵龜命喪台南安平沙灘 海巡伸援手釐清死因

2020-02-14 09:19  聯合報  / 記者邵心杰／台南即時報導

昨天下午4時，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一一岸巡隊安平商港安檢所

接獲通報，民眾在台南安平商港南堤沙灘岸際發現1隻海龜擱

淺，趕往現場處理，發現海龜身上有多處傷口，其中背甲右側

疑似遭嚴重撞擊，已明顯死亡，經聯繫成大海洋生物及鯨豚研

究中心協處，研判為保育類欖蠵龜，帶回研究中心解剖，釐清

海龜死因。

民眾在 台南安平商港南堤沙灘岸際發現1隻海龜擱淺，趕往現場處理， 發現海龜身上 有 多

處傷口，其中背甲右側疑似遭嚴重撞擊，已明顯死亡。記者邵心杰／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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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岸巡隊安平商港安檢所人員獲報到場處置，在沙灘上發

現海龜身上有多處傷口，其中背甲右側疑似遭嚴重撞擊，已明

顯死亡；經初步測量，該海龜身長約61公分、寬60公分。安檢

所人員對無法成功拯救其珍貴生命，覺得很遺憾。

同時，安檢所人員聯繫成功大學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教授

王建平協處，經王研判品種為保育類欖蠵龜，並由王及志工帶

回研究中心解剖，以確認海龜死亡原因。

第一一岸巡隊呼籲，近來海龜擱淺或誤食海洋廢棄物時有所

聞，請國人勿隨意於海上或岸際丟棄廢棄物，導致破壞海洋生

態環境。台南地區沿岸時有發生保育類動物受困情事，民眾若

發現可直接撥打118服務專線，第一一岸巡隊將立即派員前往

處理，提供各項服務及救助。

第一一岸巡隊聯繫成大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協處，研判為保育類欖蠵

龜，帶回研究中心解剖，釐清海龜死因。記者邵心杰／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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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地區沿岸時有發生保育類動物受困情事，民眾若發現可直接撥打118

服務專線，第一一岸巡隊將立即派員前往處理。記者邵心杰／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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