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8/19 台灣數位新聞台/民時新聞Taiwan Digital News

www.enewstw.com/City01.asp?ItemID=70793 1/2

智慧化高齡健康照護不再遙不可及。

成大前瞻醫材中心特色醫材綻光芒 開發AI運動高齡老人照
護有福音

孫紹逸／南市

2019/8/17

 【記者孫紹逸／南市報導】台灣於

2018年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高齡人

口占總人口比14.1%，預計2025年進

展至超高齡社會，高齡人口占比大於

20%。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成功

大學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成大前

瞻醫材中心）配合政府推動的生醫產業創新和智慧照護科技在蘇芳慶副校長帶領下

結合跨領域專業，研發出樂齡友善的智慧化健康促進運動系統，整合銀髮體適能評

估、智慧化上肢手搖車、智慧化下肢健身車、無鍵化界面、互動式遊戲引導、以及

遠端專家系統，利用大數據人工智慧（AI）提供樂齡長者個人化的智能運動處方。

 成大前瞻醫材中心本年度與成大樂齡大學合作招募樂齡學員參與智慧樂齡健康促

進課程，經三個月的智慧健康促進上下肢運動訓練課程，學員們在心肺耐力、肌

力、以及柔軟度都有大幅進步，平均身體質量指數也從過重進步到正常範圍。成大

前瞻醫材中心郭立杰教授指出，台灣目前的醫療，都是直到生病才開始注意到要保

健自己的身體，但往往都為時已晚。據統計台灣病後的長期照護時間男性為6.4

年、女性為8.2年，對於自己、家人、社會經濟上都是很大的衝擊，所以著重醫療

前段的預防醫學、健康促進部分，避免健康走下坡的狀況，這就是開發智慧樂齡健

康促進運動系統的最終目標。

 日前盛大舉行結業式討論會，成大前瞻醫材中心葉明龍主任於會中表示，隨著新

興智慧科技、先進診斷技術、以及高齡化社會來臨。智慧醫療將會是台灣未來最重

要的發展方向。成大前瞻醫材中心在衛福部及科技部補助的資源及學校的支持之

下，同時鏈結國衛院群健所以及本土運動器材相關產業，例如力伽、期美等，也積

極規劃佈局未來的智慧健康產業版圖，希望能串接醫療、學校及產業的優勢，從預

防與照護需求，整合運用創新產品或健康醫管服務模式，帶動醫材研發及產品化，

行銷全球醫療健康市場。

 討論會並邀請學員分享課程經驗點滴，許多學員從原本沒有運動習慣轉為喜歡上

運動，也有學員表示血壓和糖化血色素數值都獲得改善。學員陳女士開心分享：

「這個課程改善了我過去手抖的症狀，現在我已經可以寫英文字，而且手臂和背部

都變得更緊實。」學員蕭女士則表示：「以前我總是認為60歲好老，做什麼都不

對，很謝謝有這麼一個這麼棒的團隊，幫我們做這麼多的活動，告訴我們如何讓自

己過得好，引起我想要運動的動力，讓我覺得進入60歲以後有人照顧到我們，我心

裡真的非常感動。」

 相信，未來透過成大前瞻醫材中心的努力，遠端智能服務不僅只侷限於遠端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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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AI大數據更提供更能提供高齡長者遠端健康促進的創新模式，讓智慧化高齡健

康照護不再遙不可及，進而邁向快樂人生的樂齡生活！



2019/8/19 成大前瞻醫材中心 開發AI運動高齡老人照護有福音 | ETtoday生活 | ETtoday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817/1515294.htm 1/3

ETtoday新聞雲 > ⽣活 2019年08⽉17⽇ 15:49

成⼤前瞻醫材中⼼ 開發AI運動⾼齡⽼⼈照護有福⾳

▲成⼤前瞻醫材中⼼配合政府推動的⽣醫產業創新，和智慧照護科技，研發出樂齡友
善的智慧化健康促進運動系統，造福銀髮族。（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台灣於2018年正式邁⼊⾼齡化社會，⾼齡⼈⼝占總⼈⼝⽐14.1％，預計2025年進展
⾄超⾼齡社會，⾼齡⼈⼝占⽐⼤於20％，為因應⾼齡化社會來臨，成⼤前瞻醫材中⼼
配合政府推動的⽣醫產業創新，和智慧照護科技，在蘇芳慶副校⻑帶領下，研發出樂
齡友善的智慧化健康促進運動系統，造福銀髮族。

智慧化健康促進運動系統，整合銀髮體適能評估、智慧化上肢⼿搖⾞、智慧化下肢健
⾝⾞、無鍵化界⾯、互動式遊戲引導、以及遠端專家系統，利⽤⼤數據⼈⼯智慧(AI)
提供樂齡⻑者個⼈化的智能運動處⽅。

成⼤前瞻醫材中⼼今年度與成⼤樂齡⼤學合作招募樂齡學員參與智慧樂齡健康促進課
程，經3個⽉的智慧健康促進上下肢運動訓練課程，學員們在⼼肺耐⼒、肌⼒、以及
柔軟度都有⼤幅進步，平均⾝體質量指數也從過重進步到正常範圍。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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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前瞻醫材中⼼郭⽴杰教授指出，台灣⽬前的醫療，都是直到⽣病才開始注意到要
保健⾃⼰的⾝體，但往往都為時已晚。據統計台灣病後的⻑期照護時間男性為6.4年、
⼥性為8.2年，對於⾃⼰、家⼈、社會經濟上都是很⼤的衝擊，所以著重醫療前段的預
防醫學、健康促進部分，避免健康⾛下坡的狀況，這就是開發智慧樂齡健康促進運動
系統的最終⽬標。

成⼤前瞻醫材中⼼葉明⿓主任表⽰，隨著新興智慧科技、先進診斷技術、以及⾼齡化
社會來臨。智慧醫療將會是台灣未來最重要的發展⽅向。成⼤前瞻醫材中⼼在衛福部
及科技部補助的資源及學校的⽀持之下，同時鏈結國衛院群健所以及本⼟運動器材相
關產業，例如⼒伽、期美等，也積極規劃佈局未來的智慧健康產業版圖，希望能串接
醫療、學校及產業的優勢，從預防與照護需求，整合運⽤創新產品或健康醫管服務模
式，帶動醫材研發及產品化，⾏銷全球醫療健康市場。

近年運動健⾝的⾵潮興盛，部分活動中⼼也有善⼼⼈⼠捐獻的運動設備，⽽前瞻醫材
中⼼開發了「AI愛穩動」系統，提供專業的評估與個⼈化的運動處⽅，讓⾼齡⻑者享
有更優質的健康照護，即使在居家運動時，也能透過與專業團隊遠距連線⽅式，邁向
健康的樂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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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未來透過成⼤前瞻醫材中⼼的努⼒，遠端智能服務不僅只侷限於遠端醫療，AI
⼤數據更提供更能提供⾼齡⻑者遠端健康促進的創新模式，讓智慧化⾼齡健康照護不
再遙不可及，進⽽邁向快樂⼈⽣的樂齡⽣活！

關鍵字：成⼤,醫材,AI,⽼⼈照護

https://www.ettoday.net/news/tag/%E6%88%90%E5%A4%A7/
https://www.ettoday.net/news/tag/%E9%86%AB%E6%9D%90/
https://www.ettoday.net/news/tag/AI/
https://www.ettoday.net/news/tag/%E8%80%81%E4%BA%BA%E7%85%A7%E8%AD%B7/


2019/8/19 成大AI愛穩動 樂齡照護有福音 | 醫藥生技 | 商情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4/3995057 1/3

成大AI愛穩動 樂齡照護有福音

為因應⾼齡化社會來臨，成⼤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配合政府推動⽣醫產業
創新和智慧照護科技，在副校⻑蘇芳慶帶領下，結合跨領域專業，研發出樂
齡友善的智慧化健康促進運動系統，並與成⼤樂齡⼤學合作，招募樂齡學員
參與智慧樂齡健康促進課程，經三個⽉的智慧健康，促進上下肢運動訓練課
程，學員們在⼼肺耐⼒、肌⼒、以及柔軟度都有⼤幅進步，平均⾝體質量指
數也從過重進步到正常範圍。

成⼤前瞻醫材中⼼郭⽴杰教授指出，台灣⽬前的醫療，都是到⽣病才開始注
意到要保健⾃⼰⾝體，但往往都為時已晚，根據統計，台灣病後的⻑期照護
時間男性為6.4年、⼥性為8.2年，對於⾃⼰、家⼈、社會經濟上都是很⼤的
衝擊，所以著重醫療前段的預防醫學、健康促進部分，避免健康⾛下坡的狀
況，是開發智慧樂齡健康促進運動系統的最終⽬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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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前瞻醫材中⼼主任葉明⿓表⽰，隨著新興智慧科技、先進診斷技術、及
⾼齡化社會來臨，智慧醫療將會是台灣未來最重要的發展⽅向，成⼤前瞻醫
材中⼼在衛福部及科技部補助的資源及學校的⽀持下，鏈結國衛院群健所及
本⼟運動器材相關產業，例如⼒伽、期美等，並積極規劃佈局未來的智慧健
康產業版圖，希望能串接醫療、學校及產業的優勢，從預防與照護需求，整
合運⽤創新產品或健康醫管服務模式，帶動醫材研發及產品化。

學員表⽰，從原本沒有運動習慣轉為喜歡上運動，⾎壓和糖化⾎⾊素數值都
獲得改善。學員陳⼥⼠分享指出，這個課程改善了我過去⼿抖的症狀，現在
我已經可以寫英⽂字，⽽且⼿臂和背部都變得更緊實。

成⼤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在副校⻑蘇芳慶（右）帶領下，研發出樂齡友善的智慧化健康促進運動系統。

成⼤/提供

許多學員從原本沒有運動習慣轉為喜歡上運動，也有學員表⽰，⾎壓和糖化⾎⾊素數值都獲得改善。  成

⼤/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9/08/17/99/6703835.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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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蕭⼥⼠則表⽰，以前我總是認為60歲好⽼，做什麼都不對，很謝謝有這
麼⼀個這麼棒的團隊，幫我們做這麼多的活動，告訴我們如何讓⾃⼰過得
好，引起我想要運動的動⼒，讓我覺得進⼊60歲以後有⼈照顧到我們，我⼼
裡真的⾮常感動。

此外，成⼤前瞻醫材中⼼也開發了「AI愛穩動」系統，提供專業評估與個⼈
化的運動處⽅，讓⾼齡⻑者享有更優質的健康照護，即使在居家運動時，也
能透過與專業團隊遠距連線⽅式及AI⼤數據，更能提供⾼齡⻑者遠端健康促
進的創新模式，讓智慧化⾼齡健康照護不再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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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成大智慧樂齡健康促進課程 有效提昇學員身體指數

2019-08-16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成大 智慧樂齡健康促進課程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成功大學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在蘇芳慶副校長帶領下結合
跨領域專業，研發出樂齡友善的智慧化健康促進運動系統，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本年
度更與成大樂齡大學合作招募樂齡學員參與智慧樂齡健康促進課程。
 
經三個月的智慧健康促進上下肢運動訓練課程，學員們在心肺耐力、肌力、以及柔軟度
都有大幅進步，平均身體質量指數也從過重進步到正常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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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升了沒

成大洪飛義教授團隊　開發X光偵測人體可
分解塑料醫材

植入體內的醫材最好是功成身退後即消失於人體，聚乳酸等塑
料醫材雖可被人體吸收與分解，但術後卻無法以X光顯影追蹤。
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洪飛義與研究生王筠婷、貴儀中心陳冠仁
博士，希望為醫界改善此一困擾，經過2年的努力，開發出聚乳
酸塑料+金屬鎂粉末+磷酸鈣粉末的3合1複合醫材，應用於靭
帶、軟組織、縫合用線等領域，初步實驗測試不僅X光可以顯
影、可被人體吸收與分解，而且吸收分解的速度也由18至20個
月縮短到6至8個月，接下來將進行動物實驗，進而落實於臨
床。
 
洪飛義透露，開發X光可顯影的塑料植入醫材構想，來自於某一
次與心臟科醫師的談話，對方提及「多年前醫界曾出現人體可
吸收與分解的聚乳酸塑料血管支架，可惜醫師在術後無法以簡
易X光顯影追蹤植入物件，真要追蹤只能做斷層掃描，以致於這
項醫材被市場淘汰」。這個談話激發出研究靈感─如何讓可吸收
與分解的聚乳酸塑料植入醫材同時具備顯影功能。

文字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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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X光可顯影的聚乳酸塑料植入醫材，必須在聚乳酸塑料內添
加高密度的物質，金屬是很好的選擇。洪飛義多年來持續與骨
科醫學團隊合作，研究人體可自行吸收分解鎂金屬醫材，已獲
致一定的成果。在此一基礎下，洪飛義指導研究生王筠婷，以
聚乳酸塑料為基底添加鎂金屬粉與磷酸鈣粉末，實驗3種物質結
合的可行性與結果。

洪飛義指出，添加鎂粉末主要目的在於顯影，磷酸鈣粉末可以
提高聚乳酸塑料的強度與靭性，更重要的是，鎂、鈣都是人體
需要，可以被人體吸收與排放，是非常安全的物質。

王筠婷表示，雖然教授已經給了明確的方向，但實際上要做出
想要的成果並不那麼容易。顆粒狀的生醫級聚乳酸塑料得先融
化，才能與鎂粉、磷酸鈣粉末結合為一，但融化的溫度不能太
高，否則會破壞3者原本的物質特性，試了又試，才掌握住最適
當的溫度與時間的拿捏。溫度、時間對了，接著要處理3者的比
例，又是一件不小的工程，失敗了無數回，終於做出將3種不同
材料結合，獲致想要結果的創新醫材。

王筠婷說，做出創新醫材只是完成實驗的第一階段，之後還要
將醫材分別浸泡到生理食鹽水、人工血液，做人體吸收分解試
驗，出乎意料的，約6到8個月就被完全分解吸收，與純聚乳酸
塑料醫材相較減少５成時間，實在令人驚喜。其他的細胞毒性
分析、力學測試結果也都很理想。回顧２年來的實驗與研究，
可說是一場耐心與毅力的考驗，過程雖累，但收穫豐富，也要
謝謝陳冠仁博士的許多經驗分享與分析儀器設備的支援。

洪飛義透露，王筠婷已經完成碩士論文，她在聚乳酸塑料+金屬
鎂粉末+磷酸鈣粉末的3合1的複合醫材的研究已告一段落，目前
也準備發表國際醫學期刊，但實驗室會持續相關的研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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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動物實驗，與醫界合作等，終極目標希望將此一醫材導入骨
科骨釘與血管支架等臨床應用。

新聞來源：成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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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賽選手要透過運
用程式語言，控制自走車，並通過
「迷宮」及「避障軌道」的計時考
驗。�（記者王秀亭攝）

屏東養豬產業界席開百餘桌，感謝
各界為防堵豬瘟及口蹄疫順利拔針
所做的努力，現場特別準備了國人
最愛的「滷肉飯」料理。�（記者李
立法攝）

行政院長蘇貞昌（中）參加屏東口
蹄疫拔針感恩餐會，並與縣長潘孟

2019-08-18

〔記者王秀亭／台東報導〕來自全台一百二十支隊伍、兩百六十四名師生

昨起一連兩天齊聚台東，參與首度在台東縣舉辦的「PTW全國自走車大

賽」，其中四分之一為台東在地國小、國高中選手，參賽隊伍要透過運用

程式語言，控制自走車，並通過「迷宮」及「避障軌道」的計時考驗。

中華民國愛自造者學習協會（Program

the World Association）去年與花蓮玉里

國中舉辦第一屆 PTW（ Program the

World）全國自走車大賽，大受好評，今

年在成功大學教授蘇文鈺、龍華科技大學

教授蘇景暉，連結教育部「智慧輪型機器

人競賽」計畫，加上公益平臺文化基金會

等民間資源下，第二屆移師台東均一實驗

高中舉辦。

雖然競賽地點在台東，仍吸引來自全台一

百二十支隊伍報名參賽，有四分之一為台

東在地選手，有均一實驗高中、新生、初

鹿、賓茂及池上國中、康樂、馬蘭與東海

國小計三十二支隊伍，而有五分之一參賽

者曾參加去年在花蓮的首屆比賽。

落實生活科技招考跨專長老師

台東縣教育處長林政宏表示，縣府近年努

力推動「做中學」的生活科技教育，今年

在有限的國中師資上，排除萬難，招考七

位具有跨專長的生活科技領域教師，同時

向國家發展委員會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提出智慧整合學習提升方案，就是要把生

活科技落實到每個學習歷程裡。

全國自走車賽 25％選手來自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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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左）、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右）一起品嚐美味的滷肉飯。
（記者李立法攝）

比賽規劃「迷宮」及「避障軌道」兩項計

時競賽，且區分為國小及國高中組，學生

藉由動手組裝車體認識機械動力結構，並

運用程式語言控制自走車的過程中理解原理，培養運算思維，並透過不同

難度的任務設計，讓學生感受實體與虛擬的差異，再想方設法尋求創新的

解決方案。

蘇文鈺表示，為倡導「開源（open source）與分享」精神，比賽規則限定

使用開源的軟、硬體，在比賽結束後，選手撰寫的程式會公布於官方網

站，透過開源共享機制，不斷尋求突破與創新。



2019/8/19 南北登革熱疫情忙 學者：將隨暖化由南向北延伸 | 生活新聞 | 生活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995747 1/2

南北登革熱疫情忙 學者：將隨暖化由南向北延伸

2019-08-18 12:51 聯合報 記者修瑞瑩╱即時報導

新北市發⽣今年⾸起登⾰熱群聚感染，正式開啟南北防疫雙戰場，⽽事實
上根據學者研究，隨著暖化愈趨嚴重，疫情向北蔓延是遲早的事。

全台到⽬前為⽌本⼟登⾰熱共有74例，除了台南19例、⾼雄51例，其他
新北市2例、台北1例及桃園各有1例，衛福部疾管署指出，⽬前才8⽉
中，北部就出現疫情，⽽且全台⼤⾬不斷，疫情⾼峰預估在9到10⽉間，
接下來的防疫相當重要。

過去疫情主要在溫度較⾼的南部，但近年北部也都有出現零星個案，疫情
有往北⾛的趨勢。

根據成⼤與⻑榮⼤學團隊研究指出，登⾰熱疫情在暖化趨勢下，會愈來愈
嚴重，且由南向北擴散，未來⼈⼝集中都會台北、新⽵及台中等地，都將
是疫情嚴重區域。

研究團隊預測，⼤約在2046到2065年時，台北將出現嚴重疫情；2081
到2100年時，台北、桃園、新⽵、台中及花蓮都將成為疫情嚴峻地區。
台灣登⾰熱嚴重縣市數將是⽬前的2.6倍。

成⼤環境醫學研究所特聘教授蘇慧貞與⻑榮⼤學職業安全與衛⽣系副教授
吳佩芝團隊，⻑期研究暖化對台灣登⾰熱疫情影響，團隊指出，疫情與暖
化有關，是因病媒蚊在⽉均溫18度以下就不活躍，預測台灣未來氣溫，到
2030年各縣市全年各⽉均溫都超過18度，適於病媒蚊活躍，疫情也將從
南部跳到台北、台中，到世紀末才是桃園、新⽵。

團隊指出，⽬前台灣的疫情到冬天消失，隔年有境外移⼊病例再引爆疫
情；但未來疫情將度冬，全年都有病例。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9%BB%E9%9D%A9%E7%86%B1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6%AB%E6%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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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登⾰熱⾵險並不是只隨溫度變化，根據過去研究，也與都市化
及⼈⼝密集程度有關，因此未來向北蔓延會呈跳躍式，愈是⼈⼝集中都會
地區越有嚴重疫情；像苗栗、宜蘭及彰化等⼈⼝較不集中縣市，疫情相對
不嚴重。

疫情﹒登革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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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與會貴賓一同合影留念。

南美館與成大老年所攜手合作 共同打造失智友善美術館
孫宜秋／南市

2019/8/19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臺南市

美術館推廣藝術友善平權不遺於力，

除了在暑假期間推出如夜宿美術館等

不少學童可參與之活動，17日再與國

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老年學研究所合

作，於南美館2館簽署雙邊高齡與失

智友善計畫合作備忘錄，期望未來提

供南市高齡與失智症患者友善的美術館參觀環境與服務、以及相關藝術文化活動。

 根據衛福部統計，目前估算至2017年底臺灣失智症患者人口超過27萬人、2031

年失智人口則將倍增至逾46萬人，而臺南市政府自2012年由各行政區推動高齡友

善城市計畫，2018年起更將失智症預防推廣計畫正式納入該計畫推動委員會推動

工作項目之一。

 南美館館長潘示番表示，南美館身為臺南市之藝文場館，亦期許投入守護本市失

智症患者及其照護者之行列。因此，今年度特與南部最高學府成大老年所共同合

作，簽訂高齡與失智友善計畫合作備忘錄，盼能結合南美館藝術資源及成大醫院失

智症臨床經驗及學術研究成果，共同打造失智友善美術館，讓失智症患者及照護者

能透過參與南美館展覽及活動，延緩失智症狀、減輕照護者壓力。

 成大老年學研究所所長白明奇教授也表示，健康的生活型態是目前全球咸認預防

失智症的良方；藝術，除了可以美化人生之外，更可以緩和失智症帶來的問題行為

與精神症狀，身兼熱蘭遮失智症協會理事長的白明奇醫師相當佩服潘館長的遠見與

決心，企盼這項合作可以落實與持久，讓藝術深入市民的內心，共創台南失智照護

的新紀元。

 館方指出，截至2017年底臺灣失智症患者人口已相當於嘉義市的人口數，為提

升失智症患者生活品質、延緩失智症狀，未來將結合藝術與醫療資源，並邀請鄰里

社區或相關長照單位共同投入，持續推動與辦理相關推廣講座、導覽與藝術參與活

動，盼能透過友善並具支持性的環境，提升市民對失智症的認識、以及患者與照護

者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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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館成大醫學院攜手抗失智
　記者張淑娟／台南報導
2019 - 0 8 - 1 8

　↑南美館與成大醫學院老年學研究所簽署合作備忘錄，為失智者提供非藥物

良方。（記者張淑娟翻攝）

　台南市美術館與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老年學研究所，共同簽署

高齡與失智友善計畫合作備忘錄。館長潘襎表示，藝術介入失智

治療在國外已展開，而藝術就像一把鑰匙，可以讓失智者重新打

開記憶，所以早在建館前就已設想，如今與成大合作，希望打造

美術館也是失智者的友善環境。

　潘襎指出，南美館在籌設前就已多方諮詢如何讓空間更友善老

人和小孩，也對失智者的友善藝術環境多方設想，所以特別與成

功大學醫學院老年學研究所合作，簽署雙邊高齡與失智友善計畫

合作備忘錄，期望未來提供台南市高齡與失智症患者友善的美術

館參觀環境與服務、及相關藝術文化活動。

　潘襎表示，目前估算台灣失智症患者超過廿七萬人，未來將逐

年倍增，失智症預防已是相當重要的課題，而南美館是台南市藝

文場館，更願投入守護台南市失智症患者及其照護者的行列，與

成大老年所簽訂高齡與失智友善計畫合作備忘錄，盼南美館藝術

資源及成大醫院失智症臨床經驗及學術研究成果，能打造失智友

善美術館，讓失智症患者及照護者透過參與藝術活動，延緩失智

症狀、減輕照護者壓力。

　此外，成大老年學研究所所長白明奇表示，健康的生活型態是

預防失智症的良方，藝術是可以緩和失智症帶來的問題行為與精

神症狀，希望與南美館的合作，共創台南失智照護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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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館與成大老年所簽署合作備忘
錄，共同營造失智症照護友善環
境。（南美館提供）

南美館館長潘襎（左）與成大老年
所長白明奇（右）代表雙方簽署合
作備忘錄，共同營造失智症照護友
善環境。（南美館提供）

2019-08-17 20:08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台南市美術館推廣藝術友善平權，今（17）日

與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老年學研究所合作，於南美館2館簽署雙邊高齡與失

智友善計畫合作備忘錄，期望未來提供南市高齡與失智症患者友善的美術

館參觀環境與服務。

南美館館長潘襎表示，南美館身為台南的

藝文場館，也期許投入守護南市失智症患

者行列，因此，今年與成大老年所合作簽

訂高齡與失智友善計畫合作備忘錄，盼能

結合南美館藝術資源及成大醫院失智症臨

床經驗及學術研究成果，共同打造失智友

善美術館，讓失智症患者及照護者能透過

參與南美館展覽及活動，延緩失智症狀、

減輕照護者壓力。

身兼熱蘭遮失智症協會理事長的成大老年

學研究所所長白明奇表示，健康的生活型

態是目前全球公認預防失智症的良方，藝

術除了可以美化人生之外，更可緩和失智

症帶來的問題行為與精神症狀，盼望這項

合作先例，共創台南失智照護的新紀元。

南美館指出，據衛福部統計，至2017年

底台灣失智症患者人口超過27萬人，2031年失智人口則將倍增至逾46萬

人，南美館未來將結合藝術與醫療資源，並邀請鄰里社區或相關長照單位

共同投入，持續推廣講座、導覽與藝術參與活動，盼能透過友善並具支持

性的環境，提升民眾對失智症的認識、以及患者與照護者的生活品質。

南美館與成大老年所合作 打造失智友善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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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館與成大老年所合作　共同打造失智友善美術

館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19-08-18 06:18

臺南市美術館17日與成功大學醫學院老年學研究所合作，於南美館2館簽署雙

邊高齡與失智友善計畫合作備忘錄，期望未來提供台南市高齡與失智症患者友

善的美術館參觀環境與服務、以及相關藝術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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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衛福部統計，目前估算至2017年底臺灣失智症患者人口超過27萬人，

2031年失智人口則將倍增至逾46萬人，而臺南市政府自2012年由各行政區推

動高齡友善城市計畫，2018年起更將失智症預防推廣計畫正式納入該計畫推動

委員會推動工作項目之一。

南美館館長潘襎表示，南美館身為臺南市之藝文場館，亦期許投入守護本市失

智症患者及其照護者之行列，今年度特與南部最高學府成大老年所共同合作，

簽訂高齡與失智友善計畫合作備忘錄，盼能結合南美館藝術資源及成大醫院失

智症臨床經驗及學術研究成果，共同打造失智友善美術館，讓失智症患者及照

護者能透過參與南美館展覽及活動，延緩失智症狀、減輕照護者壓力。

成大老年學研究所所長白明奇教授表示，健康的生活型態是目前全球咸認預防

失智症的良方；藝術，除了可以美化人生之外，更可以緩和失智症帶來的問題

行為與精神症狀，身兼熱蘭遮失智症協會理事長的白明奇醫師相當佩服潘館長

的遠見與決心，企盼這項合作可以落實與持久，讓藝術深入市民的內心，共創

台南失智照護的新紀元。

截至2017年底臺灣失智症患者人口已相當於嘉義市的人口數，為提升失智症患

者生活品質、延緩失智症狀，未來將結合藝術與醫療資源，並邀請鄰里社區或

相關長照單位共同投入，持續推動與辦理相關推廣講座、導覽與藝術參與活

動，盼能透過友善並具支持性的環境，提升市民對失智症的認識、以及患者與

照護者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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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館與成大老年所合作打造失智友善美術館

照顧弱勢族群，臺南市美術館很⽤⼼！開館以來，該館致⼒於推動藝術友善
平權，繼6⽉接受惠群聯誼會捐款作為弱勢與偏遠地區⺠眾學童到南美館欣賞
美的建築與藝術品使⽤，及7⽉與⼤億麗酒店合辦夜宿美術館開放給學童參與
之後，17⽇⼜與成功⼤學醫學院⽼年學研究所合作，於南美館2館簽署雙邊⾼
齡與失智友善計畫合作備忘錄，未來將提供⾼齡與失智症市⺠友善的美術館
參觀環境與服務、以及相關藝術⽂化活動。

根據衛福部統計，⾄2017年底臺灣失智症患者⼈⼝超過27萬⼈、2031年失智
⼈⼝則將倍增⾄逾46萬⼈，⽽臺南市政府⾃2012年由各⾏政區推動⾼齡友善
城市計畫，2018年起更將失智症預防推廣計畫正式納⼊該計畫推動委員會推
動⼯作項⽬之⼀。

2019-08-19 11:52 經濟日報 陳慧明

潘襎館⻑致詞。 南美館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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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館潘襎館⻑表⽰，南美館作為臺南市「21世紀第⼀座全⺠的美術館」，
期許投⼊守護本市失智症患者及其照護者之⾏列。因此，今年度特與南部最
⾼學府成⼤⽼年所合作，簽訂⾼齡與失智友善計畫合作備忘錄，結合南美館
藝術資源及成⼤醫院失智症臨床經驗及學術研究成果，共同打造失智友善美
術館，讓失智症患者及照護者能透過參與南美館展覽及活動，延緩失智症
狀、減輕照護者壓⼒。

⽩明奇所⻑致詞。 南美館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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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合作備忘錄。 南美館 提供

簽約後合影。 南美館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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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學研究所所⻑⽩明奇教授也表⽰，健康的⽣活型態是⽬前全球咸認
預防失智症的良⽅；藝術，除了可以美化⼈⽣，更可以緩和失智症帶來的問
題⾏為與精神症狀。⾝兼熱蘭遮失智症協會理事⻑的⽩明奇醫師相當佩服潘
館⻑的遠⾒與決⼼，企盼這項合作可以落實與持久，讓藝術深⼊市⺠的內
⼼，共創臺南失智照護的新紀元。

南美館表⽰，截⾄2017年底臺灣失智症患者⼈⼝已相當於嘉義市的⼈⼝數，
為提升失智症患者⽣活品質、延緩失智症狀，未來本館將結合藝術與醫療資
源，並邀請鄰⾥社區或⻑照單位共同投⼊，持續推動與辦理相關推廣講座、
導覽與藝術參與活動，盼能透過友善並具⽀持性的環境，提升市⺠對失智症
的認識、以及患者與照護者的⽣活品質。

簽約與會貴賓合照。 南美館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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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嘉祥／台南報導】 2019/08/19

南美館打造失智友善美術館

▲南美館與成大醫學院老年學研究所合作簽署雙邊高齡與失智友善計畫合作備忘錄，

提供南市高齡與失智症患者友善的美術館參觀環境與服務。 （記者李嘉祥攝）

臺南市美術館推廣藝術友善平權不遺於⼒，除在暑假期間推出夜宿美術館等活動，
昨天再與成功⼤學醫學院⽼年學研究所合作簽署雙邊⾼齡與失智友善計畫合作備忘
錄，提供南市⾼齡與失智症患者友善的美術館參觀環境與服務以及相關藝術⽂化活
動。

據衛福部統計，估算⾄⼆○⼀七年底臺灣失智症患者⼈⼝超過廿七萬⼈，臺南市政
府各⾏政區推動⾼齡友善城市計畫，去年起將失智症預防推廣計畫正式納⼊該計畫
推動委員會推動⼯作項⽬。

南美館館⻑潘⽰番表⽰，⾝為南市藝⽂場館，南美管館期許投⼊守護失智症患者及
其照護者⾏列，將結合南美館藝術資源及成⼤醫院失智症臨床經驗與學術研究成
果，共同打造失智友善美術館，讓失智症患者及照護者能透過參與展覽及活動，延
緩失智症狀、減輕照護者壓⼒，未來也會持續推動與辦理相關推廣講座、導覽與藝
術參與活動，透過友善及⽀援性環境提升市⺠對失智症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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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熱蘭遮失智症協會理事⻑的成⼤⽼年學研究所⻑⽩明奇教授指出，健康的⽣活
型態是全球咸認預防失智症良⽅；藝術除能美化⼈⽣，更可緩和失智症帶來的問題
⾏為與精神症狀，企盼這項合作可以落實與持久，共創臺南失智照護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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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南美館、成大攜手 打造失智友善美術館

2019-08-19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南美館 成大

臺南市美術館推廣藝術友善平權不遺於力，除了在暑假期間推出如夜宿美術館等不少學
童可參與之活動，與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老年學研究所合作，於南美館2館簽署雙邊高
齡與失智友善計畫合作備忘錄，期望未來提供本市高齡與失智症患者友善的美術館參觀
環境與服務、以及相關藝術文化活動。
 
南美館館長潘襎表示，盼能結合南美館藝術資源及成大醫院失智症臨床經驗及學術研究
成果，共同打造失智友善美術館。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5%8D%97%E7%BE%8E%E9%A4%A8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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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館與成大老年所攜手合作 共同打造失智友善美術館

【勁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臺南市美術館推廣藝術友善平權不遺於力，除了在暑假

期間推出如夜宿美術館等不少學童可參與之活動，17日再與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老年

學研究所合作，於南美館2館簽署雙邊高齡與失智友善計畫合作備忘錄，期望未來提供

本市高齡與失智症患者友善的美術館參觀環境與服務、以及相關藝術文化活動。

根據衛福部統計，目前估算至2017年底臺灣失智症患者人口超過27萬人、2031年失

智人口則將倍增至逾46萬人，而臺南市政府自2012年由各行政區推動高齡友善城市計

畫，2018年起更將失智症預防推廣計畫正式納入該計畫推動委員會推動工作項目之

一。

南美館館長潘示番表示，南美館身為臺南市之藝文場館，亦期許投入守護本市失智症

患者及其照護者之行列。因此，今年度特與南部最高學府成大老年所共同合作，簽訂

高齡與失智友善計畫合作備忘錄，盼能結合南美館藝術資源及成大醫院失智症臨床經

驗及學術研究成果，共同打造失智友善美術館，讓失智症患者及照護者能透過參與南

美館展覽及活動，延緩失智症狀、減輕照護者壓力。

成大老年學研究所所長白明奇教授也表示，健康的生活型態是目前全球咸認預防失智

勁報 2019/08/17 16:04(1天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2019/8/19 南美館與成大老年所攜手合作 共同打造失智友善美術館-運動-HiNet生活誌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513681 2/3

症的良方；藝術，除了可以美化人生之外，更可以緩和失智症帶來的問題行為與精神

症狀，身兼熱蘭遮失智症協會理事長的白明奇醫師相當佩服潘館長的遠見與決心，企

盼這項合作可以落實與持久，讓藝術深入市民的內心，共創台南失智照護的新紀元。

館方指出，截至2017年底臺灣失智症患者人口已相當於嘉義市的人口數，為提升失智

症患者生活品質、延緩失智症狀，未來將結合藝術與醫療資源，並邀請鄰里社區或相

關長照單位共同投入，持續推動與辦理相關推廣講座、導覽與藝術參與活動，盼能透

過友善並具支持性的環境，提升市民對失智症的認識、以及患者與照護者的生活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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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館與成大老年所攜手合作 共同打造失智友善美
術館

圖文:現場與會貴賓一同合照。(記者林易緒/翻攝)

(記者林易緒/台南報導)臺南市美術館推廣藝術友善平權不遺於力，除了在暑假期間

推出如夜宿美術館等不少學童可參與之活動，昨（17）日再與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老年學研究所合作，於南美館2館簽署雙邊高齡與失智友善計畫合作備忘錄，期望未

來提供本市高齡與失智症患者友善的美術館參觀環境與服務、以及相關藝術文化活

動。

根據衛福部統計，目前估算至2017年底臺灣失智症患者人口超過27萬人、2031年失

智人口則將倍增至逾46萬人，而臺南市政府自2012年由各行政區推動高齡友善城市

計畫，2018年起更將失智症預防推廣計畫正式納入該計畫推動委員會推動工作項目

之一。

圖文:雙邊高齡與失智友善計畫合作備忘錄。(記者林易緒/翻攝)

南美館館長潘示番表示，南美館身為臺南市之藝文場館，亦期許投入守護本市失智

症患者及其照護者之行列。因此，今年度特與南部最高學府成大老年所共同合作，

簽訂高齡與失智友善計畫合作備忘錄，盼能結合南美館藝術資源及成大醫院失智症

2019.08.1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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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經驗及學術研究成果，共同打造失智友善美術館，讓失智症患者及照護者能透

過參與南美館展覽及活動，延緩失智症狀、減輕照護者壓力。

成大老年學研究所所長白明奇教授也表示，健康的生活型態是目前全球咸認預防失

智症的良方；藝術，除了可以美化人生之外，更可以緩和失智症帶來的問題行為與

精神症狀，身兼熱蘭遮失智症協會理事長的白明奇醫師相當佩服潘館長的遠見與決

心，企盼這項合作可以落實與持久，讓藝術深入市民的內心，共創台南失智照護的

新紀元。

圖文:南美館館長潘襎致詞。(記者林易緒/翻攝)

館方指出，截至2017年底臺灣失智症患者人口已相當於嘉義市的人口數，為提升失

智症患者生活品質、延緩失智症狀，未來將結合藝術與醫療資源，並邀請鄰里社區

或相關長照單位共同投入，持續推動與辦理相關推廣講座、導覽與藝術參與活動，

盼能透過友善並具支持性的環境，提升市民對失智症的認識、以及患者與照護者的

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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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蠵龜擱淺永安海域  海巡救援
　記者王勗／台南報導
2019 - 0 8 - 1 8

　十七日上午海巡署第六巡防區接獲通報，稱高雄市永安區興達

火力發電廠海域發現擱淺海龜，經轉傳海巡署台南第十一岸巡隊

後，海巡人員立即前往協助將海龜救上岸，並通知國立成功大學

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協助，經檢查發現海龜無明顯外傷、且

生命跡象穩定。

　十七日上午十一時，台南台南第十一岸巡隊人員至興達火力發

電廠外海域救援擱淺海龜，海龜長約六十公分、寬四十五公分，

海巡人員將海龜救上岸後，先以濕巾輕裹於腹部，並移動至安檢

所內安置，同時通知成大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成大教授王

建平到場研判海龜屬於保育類綠蠵龜，身上無明顯外傷且生命跡

象穩定，檢查後已轉移至屏東海洋生物博物館，持續觀察後續健

康狀況。

　台灣海岸線長約一千兩百公里，而沿海開發的工業區、農地、

港口、濱海遊樂設施、垃圾場等，也容易導致廢棄物易流入海

中，以沿海為棲地海龜自然也首當其衝。海巡人員也提醒民眾，

如在岸際發現報育類動物，應立即通報相關單位協處，或通知海

巡人員協助，共同維護海洋生態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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擱淺綠蠵龜 海生館接手救援

2019-08-18 23:35 聯合報 記者⿈宣翰／台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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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南部分署第11岸巡隊員將擱淺的綠蠵⿔搶救上岸。 記者⿈宣翰／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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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南部分署第11岸巡隊前天中午接獲⺠眾報案，在⾼雄市永安區興達
⽕⼒發電廠海域，發現⼀隻綠蠵⿔擱淺，安檢所⼈員順利將海⿔救援上
岸，送往成⼤鯨豚救援中⼼⼈員評估，發現綠蠵⿔稍微嗆到⽔，昨天轉往
屏東海洋⽣物博物館觀察後續健康狀況。

這隻綠蠵⿔⾝⻑約60公分、寬45公分，經海巡⼈員救援上岸後，⼩⼼翼
翼地以濕⼱輕裹於腹部，並移動⾄安檢所內安置。海巡⼈員通知成功⼤學
兼任教授王建平到場處理，王到場檢視後，研判為保育類綠蠵⿔。

王建平說，綠蠵⿔有輕微嗆到⽔，⾝上無明顯外傷、且⽣命跡象穩定，昨
天上午已將綠蠵⿔轉移⾄屏東海洋⽣物博物館觀察後續健康狀況。

南部分署第11岸巡隊表⽰，近來海⿔擱淺或誤⾷海洋廢棄物時有所聞，請
國⼈不要隨意在海上或岸際留下廢棄物，破壞海洋⽣態環境，如果在岸際
發現保育類動物，請⽴即通報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海巡署說，各地區沿岸時有發⽣保育類動物受困或迷航情事，⺠眾如果發
現可直接撥打118服務專線，將⽴即派員前往處理。

綠蠵龜﹒海巡署﹒海龜﹒成大﹒海洋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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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保育急先鋒 綠蠵⿔擱淺受困海巡⽕速救援

▲海巡第11岸巡隊崎漏安檢所，派員將保育類綠蠵⿔搶救脫困上岸，保住⽣命。（圖
／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第六巡防區指揮部8⽉17⽇上午11時許接獲通報，⾼雄市永安區興達⽕⼒發電廠海域
發現1隻海⿔擱淺，經轉第11岸巡隊崎漏安檢所派員前往協處，順利將這隻保育類綠
蠵⿔搶救脫困上岸，保住⽣命。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5%9C%B0%E6%96%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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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隻海⿔⾝⻑約60公分、寬45公分，經海巡⼈員救援上岸後，⼩⼼翼翼地以濕⼱輕裹
於腹部，並移動⾄安檢所內安置，續由國⽴成功⼤學海洋⽣物及鯨豚研究中⼼王教授
到場處理；王教授研判為保育類綠蠵⿔，⾝上無明顯外傷、且⽣命跡象穩定，將其轉
移⾄屏東海洋⽣物博物館觀察後續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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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分署第11岸巡隊表⽰，近來海⿔擱淺或誤⾷海洋廢棄物時有所聞，呼籲國⼈勿隨
意於海上或岸際留下廢棄物，導致破壞海洋⽣態環境，如於岸際發現報育類動物，請
⽴即通報相關單位協處；海巡署除執⾏查緝⾛私、⾮法⼊出國，亦積極投⼊海洋⽣態
保育⼯作，各地區沿岸時有發⽣保育類動物受困或迷航之情事，⺠眾若發現可直接撥
打118服務專線，將⽴即派員前往處理。

關鍵字：⽣態保育,綠蠵⿔,擱淺,巡,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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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以為年輕⾼尿酸就不會找上你 營養師：⾼尿酸⾎症有年
輕化現象

▲成⼤醫營養部李雅萍營養師指出，⾼尿酸⾎症年輕化的現象，與現代⼈飲⾷習慣的改

變，不分⽼⼩⼈⼿1杯含糖加料⼿搖飲有關。（圖／記者林悅翻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講到⾼尿酸⾎症，過去在⼀般⼈的印象中會⾃動浮現有著⼤⼤啤酒肚的中年男⼦，但近年

不乏2、30歲的年輕⼈就有尿酸值偏⾼的情形，⽽⻑期的⾼尿酸⾎症，可能引起痛⾵性關

節炎、腎臟病、尿路結⽯，並常併有⾼脂⾎症、糖尿病及⼼⾎管疾病，對健康有礙。

成⼤醫營養部李雅萍營養師指出，⾼尿酸⾎症年輕化的現象，與現代⼈飲⾷習慣的改變，

不分⽼⼩⼈⼿1杯含糖加料⼿搖飲有關，加上電視、網路社群媒體⼤肆宣傳「痛⾵系美

⾷」、⼤胃王影⽚等，都會造成⾼尿酸的⾵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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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酸是普林（purine）代謝的最終產物，⼀般⽽⾔，體內尿酸約1/3來⾃飲⾷，另2/3來⾃

⾝體內細胞核的核酸嘌呤新陳代謝產⽣。李雅萍營養師表⽰，普林的來源有⾝體合成、組

織中核酸分解及⾷物中的核蛋⽩分解，⽽造成尿酸⾼的原因，包含腎臟尿酸排除不良、普

林形成過多及含普林⾷物攝取過多。

正常⼈尿酸65-75％是由腎臟排出，其餘由腸道排出。李雅萍營養師指出，酒精代謝產物

為乳酸，乳酸會競爭性抑制尿酸排出，導致⾎液中尿酸值升⾼；肥胖會增加胰島素的阻

抗，⾎糖無法有效利⽤時，體內酮酸增加，也會競爭性抑制尿酸排出；過量果糖攝取造成

肌苷酸產出增加，當超過⾝體的代謝總量時，就會繼續轉為尿酸。

⽽過多蛋⽩質攝取、⾼普林⾷物選擇及⾼油飲⾷，也都是增加⾼尿酸⾵險的原因之⼀；倒

是⼀般常被誤會的⾖腐、⾖漿等⾖製品，並不會增加尿酸⽣成，可以安⼼的⾷⽤。

李雅萍營養師表⽰，要避免⾼尿酸的飲⾷原則，應注意以下幾點：1、⾜夠的⽔分攝取：每

天⾄少3000c.c.以上，可喝適量的咖啡、茶類飲料等，以增加排尿量，加速尿酸排除。2、

減少果糖攝取：果糖充斥在各種⾷品當中，如含糖飲料、調味乳、各式甜品、冰品、麵包

及烘培製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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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維持理想體重：維持18.5＜BMI≤24，但應避免快速減重，瘦肌⾁組織快速分解會增加

⾎液中尿酸濃度，減重以每週減輕0.5〜1公⽄最為適當。4、適量蛋⽩質攝取：建議每⽇攝

取0.9g蛋⽩質／公⽄體重，避免⼤⿂⼤⾁，過量飲⾷。5、減少富含⾼普林的⾷物：如內臟

類、⾁汁、⾁湯、雞精、帶殼海鮮類、乾⾖類等。6、避免⾼油飲⾷：⾼油飲⾷會抑制尿酸

排除，應減少油炸、油酥、加⼯製品及帶⽪、肥⾁等。7、避免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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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尿＝腎臟病？醫揭鑑定「這成份」才關鍵...2狀況也可
能產⽣

▲對於腎臟病的警訊要特別留⼼，泡泡尿就是其中之⼀。（圖／pakutaso，⽰意圖，與

本⽂當事⼈無關）

⽂／成⼤醫院

20歲的李先⽣多年來⼩便⼀直有泡泡，經過尿液篩檢結果顯⽰並無異常；50歲的王⼥⼠也

因⼩便有泡泡求診，近來伴隨⾎壓升⾼，除尿液分析發現⾎尿及蛋⽩尿外，抽⾎檢驗發現

⾎中肌酸酐濃度上升，顯⽰為急性腎臟損傷，因此再接受腎臟切⽚檢查，病理報告為甲型

球蛋⽩腎病變。經以⾼劑量類固醇及免疫抑制劑治療後，腎功能維持穩定。

60歲的陳先⽣除了泡泡尿之外，還併發全⾝⽔腫、尿量減少等不適，經腎臟切⽚診斷為微

⼩腎病變，使⽤類固醇治療後，尿蛋⽩排泄量已恢復正常，⽔腫現象也快速改善。

成⼤醫院⽃六分院腎臟科醫師林威任表⽰，台灣是世界有名的洗腎王國，⺠眾對有關腎臟

病的警訊要特別留⼼，泡泡尿就是其中之⼀；同樣是泡泡尿，結果可能⼤不同，關鍵在於

https://www.facebook.com/nckuh/photos/a.1617232025192280/2407409432841198/?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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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尿液中的溶質，尤其是蛋⽩質，也就是所謂的「蛋⽩尿」，並據以追查背後的實際病

理原因。

▲尿液速度較快、溶質濃度較⾼⽽改變尿液的表⾯張⼒，⼩便也可能出現泡泡。（⽰意圖

／翻攝⾃pixabay）

林威任指出，在正常⽣理情況下，如尿液速度較快、溶質濃度較⾼⽽改變尿液的表⾯張

⼒，⼩便也可能出現泡泡；若是泡泡持續不消失或反覆出現，甚⾄已出現其他系統性的表

徵，像是⽔腫、⾼⾎壓、疲倦等現象，就應進⼀步檢查來分辨⼩便形成泡泡的原因。

林威任說，蛋⽩尿也有暫時性的，像發燒、感染、運動導致腎臟過濾通透性改變⽽造成的

蛋⽩尿，通常在引發因素消失後隨之消失，⺠眾不⽤過於緊張；另外，也可能好發在年輕

男性、良性的「姿勢性蛋⽩尿」，與活動和站⽴有關，躺著時即不會有蛋⽩尿發⽣，通常

隨著年紀增⻑後逐漸改善。

在判斷是否有蛋⽩尿時，⼀般會先以尿液試紙做初步篩檢，相當簡便且快速，報告的「+」

數或含量愈⾼，表⽰尿中的⽩蛋⽩愈多；但因尿液試紙的測定會受到當次尿液濃度影響，

若複檢⼀直都有蛋⽩尿，則應檢測1天的尿蛋⽩排泄量，正常狀況1天不應超過150-200毫

克。⼀旦確定有蛋⽩尿，還需區別是否病理性蛋⽩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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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性蛋⽩尿可能來⾃原發性腎臟病，如腎絲球腎炎，或是如糖尿病等常⾒的系統性疾

病。（圖／翻攝⾃pixabay）

林威任指出，病理性蛋⽩尿可能來⾃原發性腎臟病，如腎絲球腎炎，或是如糖尿病等常⾒

的系統性疾病所引起，因此需配合不同的檢查協助診斷，以及其他實驗室檢查，包括肌酸

酐等腎臟功能指標、⾎清學檢查、超⾳波等，甚⾄腎臟切⽚。

腎臟是維持⾝體代謝平衡的重要器官之⼀，林威任提醒，藉由尿液的變化可作為觀察腎臟

疾病的⼀項指標，不論是泡泡尿或蛋⽩尿，皆有正常和異常的可能性，雖不需過度緊張，

但也不能掉以輕⼼，他指出若持續未改善，應進⼀步諮詢。

關鍵字： 成⼤醫院  ⽃六分院  腎臟病  林威任  泡泡尿  蛋⽩尿  健康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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