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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榕園。

成大獲2020國家永續發展獎
／

2020/11/26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國立成

功大學榮獲2020國家永續發展獎，11

月25日接受行政院頒獎表揚，教育類

共計三所學校獲獎，包括：國立成功

大學、中國醫藥大學、臺中市私立明

道高級中學。成大展現近年來推動永

續發展在地化及生活化的卓越成果，

具體實踐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透過跨域合作，建立校園永續共識。

成大是國內第一次率先推動聯合國SDGs永續發展的大學。
 

 聯合國2015年通過2030永續發展議程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引領全球

未來行動願景。成功大學率先建立永續發展計畫（ Signature Progra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PSD），建立校園共識、延伸資源應用，以永續發展的

思維，提升成大的全球影響力，以期達到成大2030教研願景。
 

 成功大學整合 SDGs 策略，推展 NCKU 2030 教研策略，提出5大永續發展策略準

則，以人 （People） 為本促進福址、共融設計永續環境 （Planet）、創新突破加速

成長  （Prosperity）、尊重多元促進和平  （Peace）、跨域整合繁榮發展

（Partnership）。成大校長蘇慧貞指出，「透過成功大學2030 願景，我們能夠以永

續發展思維，落實永續發展解決方案，並包容與解決不同的在地化需求，實踐『不

遺漏任何一人』的價值。」
 

 成大是第一個將SDGs納入校務發展計畫的大學，設立「NCKU 2030」網站，落

實永續發展及解決方案，也是全國第一個以高等教育機構名義加入The SDG Accord

的大學。2019年天下雜誌USR大學公民評選，從大學治理、教學環境、社會參與3大

面向檢視153所大專校院的大學社會責任，成大更榮獲全國第一；2020年英國泰晤士

高等教育（THE）公布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成大高居亞洲第二、全國第一、全球

第38名，在17項SDGs排名中，有11項進入世界百大，其中3項世界前20名。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協會為表揚推動永續發展績效卓越的單位，自93年起辦理國

家永續發展獎，迄今已17屆。透過書面審查初選、實地訪察複選、決選會議等3階

段，遴選推動永續發展績效優良的學校、企業、民間團體與政府機關，鼓勵全民參

與永續發展推動工作，實現國家永續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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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獲國家永續發展獎，二十五日接受行政院頒獎表揚。成大表示，該校具體實踐聯合國十七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透過跨域合作，建立校

園永續共識。成大也是國內率先推動聯合國SDGs永續發展的大學。 

聯合國二０一五年通過二０三０永續發展議程的十七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成為引領全球未來行動的願景。成大永續發展計畫建立校園共識、延伸

資源應用，以永續發展思維，提升成大的全球影響力。 

成大是第一個將SDGs納入校務發展計畫的大學。透過設立「NCKU 2030」網站，落實永續發展及解決方案，也是全國第一個以高等教育機構名義

加入The SDG Accord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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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國立成功大學榮獲2020國家永續發展獎，11月25日接受行政院頒獎表揚，教育類共計三所學校獲獎，包括：國立成功大
學、中國醫藥大學、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成大展現近年來推動永續發展在地化及生活化的卓越成果，具體實踐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DGs），透過跨域合作，建立校園永續共識。成大是國內第一次率先推動聯合國SDGs永續發展的大學。

（圖說）成大獲2020國家永續發展獎，成大地標榕園。（記者鄭德政攝） 
聯合國2015年通過2030永續發展議程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引領全球未來行動願景。成功大學率先建立永續發展計畫（Signature
Progra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PSD），建立校園共識、延伸資源應用，以永續發展的思維，提升成大的全球影響力，以期達到成大2030教
研願景。
成功大學整合 SDGs 策略，推展 NCKU 2030 教研策略，提出5大永續發展策略準則，以人 (People) 為本促進福址、共融設計永續環境 (Planet)、創新
突破加速成長 (Prosperity)、尊重多元促進和平 (Peace)、跨域整合繁榮發展 (Partnership)。成大校長蘇慧貞指出，「透過成功大學2030 願景，我們
能夠以永續發展思維，落實永續發展解決方案，並包容與解決不同的在地化需求，實踐『不遺漏任何一人』的價值。」
成大是第一個將SDGs納入校務發展計畫的大學，設立「NCKU 2030」網站，落實永續發展及解決方案，也是全國第一個以高等教育機構名義加入
The SDG Accord的大學。2019年天下雜誌USR大學公民評選，從大學治理、教學環境、社會參與3大面向檢視153所大專校院的大學社會責任，成大
更榮獲全國第一；2020年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公布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成大高居亞洲第二、全國第一、全球第38名，在17項SDGs排名
中，有11項進入世界百大，其中3項世界前20名。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協會為表揚推動永續發展績效卓越的單位，自93年起辦理國家永續發展獎，迄今已17屆。透過書面審查初選、實地訪察複選、
決選會議等3階段，遴選推動永續發展績效優良的學校、企業、民間團體與政府機關，鼓勵全民參與永續發展推動工作，實現國家永續發展願景。

https://tainantalk.com/category/other/
https://tainantalk.com/author/tainantalk/
https://tainantalk.com/20201125-17/


/

國家永續發展頒獎 成大、玉山銀行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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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醒報記者祝潤霖台北報導】成大、明道高中努

力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獲頒國家永續

發展獎！行政院長蘇貞昌25日頒發國家永續發展獎，

包括推動SDGs有成的成功大學、明道高中等；玉山銀

行推行綠色金融，依循赤道原則管理專案融資風險；

慈濟則提倡「減法生活」，對源頭減量、循環利用貢

獻良多。

產學推動永續有成

成功大學則以共生共榮精神設計永續環境，積極發表

年度報告，採網路線上方式展示學校 SDG 策略，並在

國際發表支持 SDGs，影響力強；永續校園成效卓越，推動零碳綠建築、資源回收、綠色採購、防災教育訓

練、性平教育等。

明道高中是將SDGs融入教育內涵，致力於廢棄物處理；明道校長汪大久說，他不只動員老師、學生，連家長、

校友都一起動起來，連考卷裡都會出「永續素養題」。中國醫藥大學有綠建築智慧校園標章，積極推動綠色採

購而獲獎。

玉山董事長黃南州說，每筆超過1,000萬美元的貸款，都必須評估對環境的影響才能承做，這就是「綠色金

融」。玉山銀行依循赤道原則，以分級方式管理專案融資風險。企業類得獎還有將永續風險稽核管理的南亞科

技；華南商銀則致力普惠金融，總行大樓取得美國綠建築「能源與環境先導設計」（LEED）金級認證。

官方民間各有成就

慈濟致力推動資源回收，環保志工團遍及16國，與聯合國SDGs17項目標完整對應，提倡「減法生活」理念，

推廣環保工作應由源頭減量、循環利用而非末端防制。

退輔會武陵農場維護水土保持、生物多樣性、與環境教育，有效保護國保魚櫻花鉤吻鮭棲地，農場具生物多樣

性,環境面、經濟面、社會面具體成果，符合SDGs 發展目標，並提供原住民工作機會，與農委會林務局、衛福

部健保署同以政府機關身分獲獎。

行政院長蘇貞昌（右5）25日頒發國家永續發展獎。（photo by 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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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銀行董事長黃南州（右2）說，每筆超過1，000萬美元的貸款，都必須評估對環境的影響才能承做，這就

是「綠色金融」。（photo by 祝潤霖／台灣醒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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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高中校長汪大久（右）說，他不只動員老師、學生，連家長、校友都一起動起來，連考卷裡都會出「永續

素養題」。（photo by 祝潤霖／台灣醒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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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養魚苗 少人力、省空間、高產能

藉由智慧科技養殖魚、蝦等細微的水產種苗，產能為傳統人工養殖的5倍，獲利率則為傳統人工養殖的10倍。究竟是什麼樣的研發

內容，向世界再度證明臺灣水產養殖的科技實力？

成功大學室內型的石斑魚養殖模場，能減少外在環境的污染，成為水產魚苗智慧生產系統的研發場域。

 科技部 文/莊安華、圖/汪忠信

2020-11-25 99+

 不分區

當地球人口持續增加，海洋是未來餵飽人類的重要糧倉。不過，眼前的海洋魚類資源正迅速枯竭，以養殖漁業取代捕撈漁業已是國

際趨勢。

例如挪威、日本等許多養殖漁業大國，為了減少人力密集、飼料浪費、魚病發生、魚兒死亡，運用物聯網、感測技術、大數據分

析、自動化控制等科技，搶先發展智慧養殖系統。

「現在養殖漁業智慧化著重在體型較大的魚，國外都有很成熟的技術。尤其是挪威養殖大西洋鮭魚，發展智慧化或自動化系統，已

有相當久的時間。」成功大學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特聘教授兼主任陳宗嶽指出。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uthor/204
https://smiletaiwan.cw.com.tw/cit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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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微小  智慧養殖難度高

臺灣近年也開始推動智慧養殖漁業，但多將智慧科技用於水質的監測與預警、養殖場節電，卻鮮少針對魚、蝦等水產種苗，研發智

慧生產系統。這其中到底有哪些高難度的挑戰？

陳宗嶽解釋，國外魚苗智慧生產系統能夠偵測到的魚卵，必須像鮭魚卵那般大小，然而國內養殖出口的重點魚種──石斑魚，從魚

卵到魚苗、餌料生物（豐年蝦、輪蟲）、穩定水質的藻類，個體都非常微小，對監測、自動化操作形成高難度。但他話鋒一轉說

道，「雖然很難發展，卻最需要被發展！」

成功大學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特聘教授兼主任陳宗嶽（右1），與來自水產、資訊、機械領域專長的年輕研究人員，熱衷研究水產養殖科技。

其實，石斑魚苗相當脆弱，很怕人為干擾，像人工撈魚苗檢視、分魚的動作，會增加魚苗壓力，造成部分魚苗死亡；傳統習慣倒入

一大桶餌料、藻類的養殖方式，往往為池水帶來pH值、氨氮等擾動的變化，也不利魚苗生長。再者，傳統的石斑魚養殖屬於勞力密

集，如今還要面對漁村勞動人力短缺、養殖人員老齡化的問題。

上述這些狀況，養殖戶該如何因應？過去曾為石斑魚苗開發優質養殖系統的陳宗嶽，找來資訊工程、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的教

授群，共組水產養殖、資訊、機械專長的跨域研究團隊，建構水產種苗的智慧生產系統，並在科技部「智慧科技於農業生產之應

用」專案的支持下，提出微型監測、自動化微量操作的解方。

研究團隊選在成功大學安南校區的石斑魚養殖模場，設計替代人力的自動監控傳感器、微型影像監測設備，監測藻類、餌料生物生

產、魚苗水質環境控管，並將所有監測數據、微細影像資料，傳送至智慧處理平台，進行大數據分析、機器學習，建立最佳養殖決

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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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苗、餌料生物與藻類，都非常微小，運用微型監測、自動化微量操作，可以減少人為擾動。

「我們所做的監測，不是派人員進到池子裡撈魚，而是由系統控制布建在養殖池的吸管，抽出一點點的微量池水，進行抽樣檢測；

或是以微型鏡頭，進行水中影像收集。這樣對魚苗的干擾非常小，而且估計的數值也接近精準。」陳宗嶽強調。

由於國內外所謂的水產智慧養殖設備，多半著重於資訊監測、傳輸、運算，僅能達到監測與警示；而且在警示過後，後續仍需倚靠

人力排除問題。但是成大的這一套設備，能聯動即時智慧回饋機械系統，也就是智慧處理平台會下決策命令給自動反饋設備，進行

精準調控的養殖動作，像是即時偵測魚池內魚體體型數據，針對不同日齡體型的魚苗，由機器自動分配合適的餌料種類及數量，或

即時給予合適密度的藻量，控制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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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蟲與豐年蝦辨識： 

系統過大數據分析、深度學習後，能自動辨識池水中的輪蟲（rotifer）與豐年蝦（copepods）。（圖片提供：陳宗嶽）

一旦系統偵測到水質變差、魚苗吃太飽、餌料生物生產不足等異常狀況，立即發出警示通知使用者，同時自動調控藻水、餌料的供

應，不需再倚靠人力排除問題，幫助養殖戶擺脫找不到漁工顧場的窘境。

此外，研究團隊也在藻類培育上，展開翻轉傳統的革新。他們在藻類生產室的左側牆下，依序擺放5個超過一人高度、總容量15公噸

的直立式培藻桶，模擬國內石斑魚苗傳統生產培育藻類的現場實況。

研究團隊考量傳統培藻設備占用過大的空間，藻類也容易受到污染，變成醱酵的酸臭水。因此，他們開發出一株高密度生長的新品

種藻類S1b，生長密度是其他藻類的1000倍，因此就能輕鬆以實驗室使用的10公升血清瓶進行培藻，不僅大幅節省生產廠的空間，

更進一步設計隔絕式的輸送管道，完全避免環境污染生產系統內的藻細胞。而新品種藻株S1b，可以說是針對AI生產系統量身訂做的

最佳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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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種藻類S1b生長密度高，使用實驗室桌上設備即能輕鬆培育。

自組設備CP值高  使用1年後回本

發展智慧生產系統，讓水產種苗的養殖更具競爭力。不過，相關技術與設備的導入花費，會不會昂貴到令養殖戶遙不可及？

「智慧農業不一定要使用高貴的偵測系統！我們很驕傲的是在經費有限的狀況下，採購市面上低成本的感測器一一測試，終於找到

比較便宜且穩定性、耐候性相對高的感測器。團隊為此還自行組裝整套設備、整合後端平台的搭配，達到降低成本的期望。」陳宗

嶽說，整套智慧生產系統設備的成本，約500萬元，一般小型養殖戶透過漁會貸款，也很容易取得這筆設備費用，而且使用1年後即

可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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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宗嶽強調，魚苗智慧生產系統的開發，必須符合養殖現場、業界營運模式的需求，否則研發成果效益將會受限。

研究團隊實際評估智慧生產系統、傳統人力養殖，發現兩者在不同成本項目上互有消長，但最後加總的年支出成本卻幾乎相同，但

是前者獲利率高於後者約10倍，而且產能相對持穩，較傳統養殖高出5倍。

陳宗嶽表示，魚苗智慧生產系統結合已有的成魚智慧養殖系統，能做到從魚苗到成魚的完整溯源、產銷履歷，運用IoT（物聯網）科

技上傳到雲端，並根據市場需求量的預測，提前調控魚苗生產量，避免發生成魚「量增價跌」的崩盤情勢。

目前這一套魚苗智慧生產系統可針對不同經濟魚種的養殖特性，調整魚苗的生產參數、測試邏輯程式，未來可望與更多國際大型養

殖漁業合作、輸出技術，在智慧養殖產業鏈搶下新的灘頭堡。（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協力執行）

本次科技部專案成果，由農科院智慧農業小組協助推動。

#欲了解技術詳情，資訊請洽：1032201@mail.atri.org.tw；03-5185092 陳小姐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_ipveGpXkQ&feature=emb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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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6・文／郭文

成大昶閎防水粉 再獲高雄建案採用

以「樂土LOTOS」為品牌名，符合CNS規範，給予建築最堅強防護，也兼顧材質間相容性

(https://cdnclip.azureedge.net/days/20201126/A22AA22/PictureItem_Clipping_04_1__fa72c46d49.jpg?v=94a9e0edfe8e7cb1fd7bd0842c7a35c6)

●成大昶閎執行長郭文毅（右）與同為成大校友的承尚建設副總吳承恩（左）在市璽接待會館前合影。圖／成大昶閎提供

　主要以「水庫淤泥改質技術」將水庫淤泥再利用後，製成防水粉以及其他再製商品進軍防水材市場，並以「樂土LOTOS」為品牌的成大

昶閎公司，為成功大學首家投資入股公司，近年在國內防水材市場聲名大噪，日前更獲知名建商承尚建設位於高雄苓雅區三多一路、福德三

路口市璽電梯別墅採用樂土防水粉，除了加強建物防水效能外，也展現建商精益求精積極提升建物品質的企圖心。

https://cdnclip.azureedge.net/days/20201126/A22AA22/PictureItem_Clipping_04_1__fa72c46d49.jpg?v=94a9e0edfe8e7cb1fd7bd0842c7a35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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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昶閎執行長郭文毅表示，近年來各建商除了在建案地段、外觀、建材與格局上著墨外，也開始在建物附加效益上尋求新亮點，成大昶閎

「樂土LOTOS」防水材經由網路DIY教學房屋修繕打響名號，進而吸引建商導入建物內外牆防水應用，如此次採用、同為成大校友的承尚建設

在商業大樓用地上蓋別墅，從基礎開始每一個細節與選材都非常用心，全棟內外牆、浴室及地板泥作都有使用成大土木系友研發樂土防水粉

牆塗料採成大建築系友研發的泥墨泥礦漆，與該案採用的國內外各種名牌建材並列，提供更具防水特性的別墅住宅。

市璽電梯別墅位於高雄苓雅區三多一路、福德三路口，採106大建坪，7.4米大面寬三車庫與整層大主臥設計，該建案為能加強整棟建物防水係

特別採用成功大學第一家衍生公司土木系團隊研發的樂土防水粉，給予建築最堅強的防護，樂土防水粉符合CNS3763泥防水劑規範，於加強

水性的同時，也兼顧材質間的相容性，以方便後續貼磚等工序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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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壠學生創作展 15米高人偶吸睛
2020-11-26  76

蕭壠文化園區展出成大建築系學生創作的十米高劇偶作品，相當吸睛。（記者林相如攝）

 記者林相如／佳里報導 

 蕭壠文化園區推動文化體驗教育計畫，今年以「請說方言實驗室Ⅱ」為主軸，安排當代藝術創作家帶領大學到國小的學生進行藝術創作，二十五日
舉辦成果展，展出各級學生參與的藝術創作，甚至十米高的巨型人偶作品也登場，相當吸睛。 

 文化局專委陳修程強調藝術創作不分年齡，這次展出的作品，包含各年齡層學生的創作，內容豐富而多元，展期將到十二月底，歡迎民眾前來觀

賞，一起感受多樣的藝術作品，給這些參與的學生加油鼓勵。

蕭壟文化園區體驗藝術教育成果展登場，參與的小學生對於自己的作品能公開展覽，相當開心。
（記者林相如攝）

 「造型藝術的當代」文化體驗教育計劃，今年邁入第二年，為期一整年的工作坊創作，共計辦理三十場，參與學校包括成大建築系、台南一中、大

內國小、大文國小、延平國小及後港國小等六校，由來自台南的當代藝術創作者組成團隊，共有林煌迪、方偉文、王婉婷等十二名藝術家，帶領各級

學校師生創作，著重有感體驗，透過創作過程，激發學生想像力，感受當代藝術創作價值。 

 文化局指出，今年的藝術文化體驗工作坊不畏病毒侵襲，工作坊主要課程規畫有「造型藝術的當代」及「文化體驗、場域與空間創作」兩大主軸，

其中「文化體驗、場域與空間創作」以大學生為參與對象，由成大建築系學生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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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睛！進擊的木偶 3層樓高巨人現身台南蕭壠

3層樓高（10公尺）的巨型人偶裝置藝術在蕭壠園區機車庫前展出，非常吸睛。

（記者楊金城攝）

2020/11/25 17:02

〔記者楊金城／台南報導〕台南佳里蕭壠文化園區再推動文化體驗教育計畫，以「請說

方言實驗室Ⅱ」邀請藝術家帶領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體驗當代藝術的創作，今天

（25日）起展現學習成果，3層樓高（10公尺）的巨型人偶裝置藝術在園區機車庫前展

出，非常吸睛。

「請說方言實驗室Ⅱ」紮根當代藝術創作的種子，為期一整年的工作坊創作，今年辦理

30場，參與學校包括成大建築系、台南一中、大內、七股大文國小、佳里延平國小及

七股後港國小等6校。

包括林煌廸、方偉文、王婉婷、王瑞亨、吳孟璋、李承亮、林建志、林彥伶、梁任宏、

黃逸民、蔡宗祐、蕭聖健等12位藝術家組成教學團隊，指導學生創作，著重有感體

驗，創作過程激發想像力，感受當代的藝術創作價值。

台南市文化局專門委員陳修程說，只有親身體驗、動手創作，才能感受藝術創作的美好

與價值，文化體驗教育計畫不容易在短期看到成效，但或許5年、10年後就能有成果，

未來藝術創作的希望就在學生身上，文化體驗教育計畫值得長期推展下去。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11/25/3362292_5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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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方言實驗室Ⅱ」工作坊課程2大主軸是「造型藝術的當代」及「文化體驗、場域

與空間創作」，其中國小、高中組的作品是創作發出蟋蟀叫聲的小休偶音樂盒，以及塗

鴉畫，感受另類的藝術創作體驗。

成大建築系學生創作10公尺高的巨型人偶裝置藝術，戴上斗笠及斜線眼鏡，軀體以回

收木料做成，像個進擊的巨人以昂首之姿倚靠在園區機車庫前，讓觀眾感受到朝氣蓬

勃。

國小、高中組作品是創作發出蟋蟀叫聲的小木偶音樂盒。（記者楊金城攝）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11/25/3362292_3_1.jpg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11/25/3362292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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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塗鴉畫。（記者楊金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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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壠文化園區出現了1座10米高木偶巨人，頭戴斗笠，眼睛還會發光。（劉秀芬攝）

進擊的木偶 10米高巨人現身蕭壠文化園區
中時 劉秀芬20:05 2020/11/25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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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國小學生與自己參與創作的小木偶。（劉秀芬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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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出蟋蟀叫聲、會轉動的木頭盒子。（劉秀芬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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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出蟋蟀叫聲、會轉動的木頭盒子，連動成「蟲鳴鳥叫的木盒」裝置藝術。（劉秀芬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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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出蟋蟀叫聲、會轉動的木頭盒子，連動成「蟲鳴鳥叫的木盒」裝置藝術。（劉秀芬攝）

位於台南市佳里區的蕭壠文化園區，是附近居民休憩場所，糖廠倉庫改建的展覽空間，吸引遊客

參觀，最近園區出現了1座10米高木偶巨人，頭戴斗笠，眼睛還會發光，非常吸睛，原來是文化

局「造型藝術的當代」文化體驗教育計畫課程學生的作品之一，將擺在園區陪遊客過耶誕節。

蕭壠文化園區辦理文化體驗教育計畫已邁入第2年，今年共計辦理30場，參與學校包括成大建築

系、台南一中、大內國小、大文國小、延平國小及後港國小等6校，由林煌迪、方偉文、王婉婷

等多達12位藝術家帶領各校師生創作，即日起推出「請說方言實驗室Ⅱ」成果展。

其中由林煌迪帶領成大建築系30多位學生的課程，探討「從部分到整體－空間與人的重組」主

題，學生以「重新認識自己」為設計發想，結合園區場域的環境特性，創造出戴著斗笠的大木

偶。

巨型人偶的斗笠及斜線眼鏡等配件，是學生透過日常生活聯想所具象化的創作，組裝完成後10米

高的木偶倚靠在建物上，讓參觀者感受人與人偶及園區建物、空間上的尺度變化。過程中學生們

揮汗鋸木頭、鎖螺絲，互相交流討論，當作品完成後，大家都很感動一年下來自己的學習成長。

除了斗笠大偶外，國小、高中組學生則合力打造一尊小偶，穿戴了一張張敲平的樹皮衣，還有會

發出蟋蟀叫聲、會轉動的木頭盒子，連動成「蟲鳴鳥叫的木盒」裝置藝術，讓參觀者感受另類的

藝術創作。「請說方言實驗室Ⅱ」計畫成果展即日起將於園區展出至12月27日。

(中時 )

#園區 #文化 #學生 #國小 #斗笠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5%9C%92%E5%8D%80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6%96%87%E5%8C%96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5%AD%B8%E7%94%9F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5%9C%8B%E5%B0%8F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6%96%97%E7%AC%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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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120年歷史海尾宋江陣 第4代學員撰寫論文記錄傳承

120年歷史海尾宋江陣，由第4代宋江陣斧手吳昇峰撰寫全國第1本論文記錄傳

承，日前於海尾朝皇宮廟埕發表。（記者王姝琇翻攝）

2020/11/25 15:39

〔記者王姝琇／台南報導〕起源於120年前，為守護家園，抵抗海盜劫庄的海尾宋江

陣，第4代宋江陣斧手吳昇峰，以《海尾宋江陣技藝永續傳承》為論文，取得成大管理

學院EMBA碩士，成為全國第一本由宋江陣隊員，以企管理論探討海尾宋江陣的碩士論

文。

台南市安南區古稱台江，海尾是台江內海古漁村，120年前海尾先民為保護村落，特別

聘請頂山村師父教授宋江陣武藝，見證台江內海宋江陣相放伴，守護家園的歷史文化故

事。

吳昇峰表示，擔任海尾宋江陣斧手多年，能夠以企管理論研究海尾宋江陣永續傳承，並

安排到海尾朝皇宮進行發表，對自己而言很有意義；他強調，過去傳承都是透過口語，

較少文獻記載，此次透過寫論文做為文字傳承及研究的開端，讓大家能更重視村廟藝術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11/25/3362170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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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保存，接下來會盡力把海尾宋江陣的文化資料進一步整理保存，包括影音紀錄，

「這是我們這一代宋江陣隊員必須去做的事。」

海尾朝皇宮總幹事郭子祥指出，聽到好友吳昇峰聊整個海尾宋江陣的文化，並透過論文

去展現地方傳統文化精神，讓從小沒接觸過宋江陣文化或陣頭文化的人，因了解然後產

生興趣而投入，這也是大廟興學振興村廟藝術文化的實踐，不管是陣頭文化、宋江文

化，一些傳統的技藝，都要透過很多人的投入跟用心才能去展現傳承的精神。

120年歷史海尾宋江陣，由第4代宋江陣斧手吳昇峰撰寫全國第1本論文記錄傳

承，日前於海尾朝皇宮廟埕發表。（記者王姝琇翻攝）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11/25/3362170_2_1.jpg


2020/11/26 台南海尾宋江陣120年不輟 隊員寫論文說抵抗海盜故事 | 雲嘉南 | 地方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5042403?from=udn-ch1_breaknews-1-0-news 1/12

台南海尾宋江陣120年不輟 隊員寫論文說

抵抗海盜故事

2020-11-25 12:51  聯合報  / 記者鄭惠仁／台南即時報導

台南市安南區海尾宋江陣第4代隊員吳昇峰，以海尾

宋江陣技藝永續傳承為論文，取得成大管理學院EM

BA碩士，這也是全國第一本由宋江陣隊員，以企管

台南社大 台江分校舉辦廟口沙龍，海尾宋江隊員吳昇峰說宋江陣故事與傳

承。圖／台江分校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0NDk=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E%8B%E6%B1%9F%E9%99%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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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探討海尾宋江陣永續發展的碩士論文，昨晚在

台江廟口文化沙龍首度發表，進行傳統與現代化演

譯，希望讓更多年輕人了解宋江陣而投入，進而實

踐大廟興學振興村廟藝術中心的核心理念。

社大台江分校執行長吳茂成表示，台南市安南區古

稱台江，海尾是台江內海古漁村，120年前，海尾

先民為保護村落，抵抗海盜劫庄，聘請頂山村師父

教授宋江陣武藝，見證台江內海宋江陣相放伴，守

護家園的歷史文化故事。

吳昇峰說，自己擔任海尾宋江陣斧手多年，能夠以

企管理論研究海尾宋江陣永續傳承，特別是回到朝

皇宮大廟發表，更覺意義深遠。他表示，過去都是

口語傳承，較少文獻記載，透過論文的方式，可以

做文字傳承及研究的開端，希望藉此拋磚引玉，讓

大家去重視村廟藝術文化的保存，落實變成資產；

也希望以後用能把海尾宋江陣的文化資料進一步整

理保存，包括影音檔的紀錄留存。

吳昇峰在講演中，也與台江分校民俗文化班、海尾

宋江陣隊員及鄉親，共同探討海尾百年宋江陣的永

續傳承策略，希望讓更多年輕人了解並投入。

海尾朝皇宮總幹事郭子祥說，這場台江廟口文化沙

龍深入淺出，包括小朋友都能了解，希望促使更多

人產生興趣。但不管是陣頭文化或宋江文化，一些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6%B1%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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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技藝，都要透過很多人的投入與用心才能展

現傳承的精神。

台南社大 台江分校舉辦廟口沙龍，海尾宋江隊員吳昇峰說宋

江陣故事與傳承。圖／台江分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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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線治療後能餵母乳嗎？　乳癌育齡女性有1/4-1/3的機會可
以成功授乳

亞太新聞網 ATA News

2020年11月25日 17:20

▲放射線治療後能餵母乳嗎？成大醫院放射線腫瘤部郭瑾醫師：乳癌育齡女性有1/4-1/3的機會可以成功授乳。(Film/記者吳玉惠拍攝) 

【亞太新聞網/記者吳玉惠/台南報導】

33歲陳小姐自己摸到左側乳房有硬塊，經切片檢查確診為早期乳癌，於是趕緊做了局部乳房切除，術後並進行化學治療，後來醫師告訴陳

小姐接下來還需要接受「電療」，即放射線治療。這讓與先生還沒有小孩的陳小姐擔心，怕以後懷孕生子能否哺餵母乳，也怕自己接受過

放射線治療而影響到小孩子。

成大醫院放射線腫瘤部郭瑾醫師表示，會有這樣的擔心，其實並不罕見。但放射線只有在儀器啟動治療時間內、患者可聽到規律滴滴聲時

會產生輻射，治療儀器停止運轉，身體內即無殘留放射線物質，所以不必擔心輻射外洩會影響到身旁的家人、同事，也無須隔離。

https://www.atanews.net/www.atanew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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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放射腫瘤部主治醫師郭瑾。(圖/記者吳玉惠拍攝)

至於放射線治療後懷孕生產有哺乳需求的，郭瑾醫師提出國外研究的結果說明，有1/4-1/3接受過放射治療的病患仍然可以成功授乳，仍然

大有機會可以緊抱小寶貝哺餵，不用擔心放射線的問題。

至於網路上傳聞癌症病人在治療期間不能吃太營養，否則腫瘤會越長越大，郭瑾醫師表示，癌細胞為求生長會剝奪體內的養分，但問題是

病人不吃東西、癌細胞就會變乖或餓死嗎？營養更少，正常細胞的恐怕比癌細胞先死掉，且放射線治療對生長代謝較快的癌細胞效果較

好，所以吃營養一點，不僅可以強化正常細胞、增強免疫力，又可以殺更多的癌細胞。她也以臨床治療的經驗指出，重視營養補充的癌症

病患治療過程都會比較順暢，且醫院也有營養師可諮詢，能協助病患調整營養狀況。

郭瑾醫師也特別指出，接受治療的婦女顧好自己的營養，也能讓吃母乳的小寶貝獲得足夠的營養，也能同時壯大自己的抗癌資本。

利用放射線做治療，在乳癌的治療中常作為輔助型治療，以殺死肉眼看不見、手術沒切除乾淨的殘留腫瘤細胞，可以有效減少50%的局部

復發率。而這種復發情形，即便在早期、手術切除乾淨的乳癌患者仍有可能發生。

放射線治療是一系列療程，每天治療1次、1次5-10分鐘，週一到週五治療、週末休息，療程共5-6週。治療前會為病人製作固定模具與定

位標記，病人接受治療時躺在個人專屬的固定模具上，以雷射對位，對準定位點及定位線條，確保每次皆準確照射乳房上。現在還有新的

科技輔助準確照射，如錐狀光束電腦斷層、體表紅外線偵測。

郭瑾醫師表示，乳癌放射線治療最常見的副作用在皮膚，包括照射區域會逐漸出現如太陽曬傷的局部發紅、曬黑反應，皮膚皺褶處可能出

現局部脫皮等急性皮膚副作用，醫師會給予藥膏塗抹，通常在治療結束後2週會逐漸改善。比較長期的副作用是放射線照射過的皮膚較不流

汗，患者因此會感受到照射過的乳房溫度比對側高。

郭瑾醫師提醒，大部分患者在放射線治療期間會感覺疲倦，因此，充分休息與睡眠非常重要，當感覺到疲倦時，應減少日常活動。但如果

體力可以，職業婦女的患者上班亦無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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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瑾醫師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智慧科學與綠能博士班(就讀中)

經歷：成大醫院放射腫瘤部住院醫師

           成大醫院放射腫瘤部總醫師

           現任成大醫院放射腫瘤部主治醫師

專長：放射線治療、癌症治療、人工智慧的醫療應用

講題：放射線治療後能餵母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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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放射腫瘤部醫師郭瑾表示，乳癌電療仍有二成五至三成三的婦女可成功授乳。（成大醫

院提供／程炳璋台南傳真）

乳癌後電療有哺乳疑慮？成醫：2成5到3成3可成功授乳
中時 程炳璋14:42 2020/11/25

結婚無子的陳小姐才因乳癌手術做放射線治療，卻擔心放射線治療會影響日後懷孕生子無法哺餵

母乳，影響小孩，成大醫院放射線腫瘤部醫師郭瑾表示，國外研究有2成5到3成3仍可成功授乳。

33歲陳小姐為小學老師，半年前檢查左胸有硬塊，確診早期乳癌動手術切除，術後做電療，即放

射線治療，已婚的陳小姐還未生育，擔心放射線治療會影響日後生子的哺乳功能。

不少病患與陳小姐有同樣的疑慮，郭瑾說明，放射線治療在儀器停止後，身體內即無殘留放射線

物質，不必擔心輻射外洩影響家人，也無須隔離。

她提出國外研究結果，說明有1／4至1／3接受過放射治療的病患，仍可成功授乳，緊抱哺餵的機

會大，不用擔心放射線的問題。

網路上傳聞癌症病人不能吃太營養，否則等於供養腫瘤養份，郭瑾表示，癌細胞雖會剝奪體內養

分，但病人不補充營養，正常細胞會比癌細胞先死，因此吃營養可以強化正常細胞，增強免疫

力，臨床上經驗，重視營養補充的患者，治療過程比較順暢。

郭瑾醫師表示，乳癌放射線治療最常見的是皮膚副作用，照射區域會出現如曬傷的局部發紅反

應，皮膚皺褶處可能出現局部脫皮等急性皮膚副作用，在藥膏塗抹治療結束後2週會逐漸改善。

長期副作用是放射線照射過的皮膚較不流汗，患者因此會感受到照射過的乳房溫度比對側高。

(中時 )

#放射 #治療 #放射線治療 #乳癌 #小姐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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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線治療大降50％乳癌復發率！醫師破解3大放射治療迷思 補充營
養能殺更多癌細胞

郭庚儒 報導
2020/11/25 15:12

字體放大

一名33歲陳小姐，半年前摸到左側乳房有硬塊，就醫確診為早期乳癌；經過局部乳
房切除病灶及術後化療，醫師建議需要持續接受電療。但陳小姐很是擔心，可能會影

響以後懷孕生子能否哺餵母乳。
 

乳癌放射線治療 減少50％局部復發率

成大醫院放射線腫瘤部主治醫師郭瑾表示，電療即是放射線治療，利用放射線殺死肉
眼看不見、手術沒切除乾淨的殘留腫瘤細胞，可以有效減少50％的局部復發率，通

常作為乳癌的輔助型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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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線治療為一系列療程，每天治療1次、1次5~10分鐘，週一到週五治療、週末休
息，整個療程共5~6週。郭瑾說明，放射線照射區域皮膚局部發紅、曬黑及脫皮反

應，是乳癌放射線治療最常見的副作用，醫師會給予藥膏塗抹，通常在治療結束後2
週，會逐漸改善。另外，也可能出現放射線照射過的皮膚較不流汗，以及皮膚感受溫

度比對側高等長期副作用。

 
郭瑾也提醒，大部分癌症患者在放射線治療期間，容易感覺疲倦，建議減少日常活
動，並充分休息及睡眠；如果體力許可，職業婦女的患者也可以選擇繼續上班。

延伸閱讀：朋友一句點醒！她得了「最難治的乳癌」以免疫療法拼生機　只有1％機
會也不放棄

 

迷思1：放射線治療後，輻射會影響旁人？

放射線只有在儀器啟動治療時間內，癌症患者可聽到規律滴滴聲時，會產生輻射；治
療儀器停止運轉，身體內即無殘留放射線物質。因此，不必擔心輻射外洩會影響到身

旁的家人、同事，也無須隔離。
 

迷思2：放射線治療後，不能哺乳？

根據國外研究顯示，有1/4~1/3接受過放射治療的病患，仍然可以成功授乳，也可以
緊抱小寶貝哺餵，不用擔心放射線的問題。

延伸閱讀：沒生過孩子怎麼會分泌乳汁？年輕女性最好發、月經異常是前兆
 

迷思3：放射治療期間，不能吃太營養？

放射線治療對生長代謝較快的癌細胞效果較好，日常飲食吃營養一點，不僅可以強化
正常細胞、增強免疫力，又可以殺更多的癌細胞。根據，醫師臨床治療經驗顯示，重

視營養補充的癌症病患，治療過程都會比較順暢。

延伸閱讀：癌症患者不能吃太營養？癌病權威解密3好4壞食物 吃對提升自癒力、預
防癌症復發

 

https://health.tvbs.com.tw/medical/325916
https://health.tvbs.com.tw/medical/324376
https://health.tvbs.com.tw/medical/324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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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線治療後能餵母乳嗎？　醫師為妳解惑
  2020-11-25 21:49:11  記者陳順豐 / 台南報導

33歲的小學老師陳小姐，半年前自己摸到左側乳房有硬塊，經切片檢查確診為早期乳癌，趕緊進行局部乳房切
除，術後進行化學治療，醫師告訴她接下來須接受「電療」，即放射線治療；陳小姐相當擔心，怕以後懷孕生子
無法哺餵母乳，也怕接受過放射線治療而影響到孩子。

成大醫院放射線腫瘤部醫師郭瑾表示，放射線只有在儀器啟動治療時間內，患者可聽到規律滴滴聲時產生輻射，
治療儀器停止運轉，身體內即無殘留放射線物質，所以，不必擔心輻射外洩會影響到身旁的家人、同事，也無須
隔離。

至於放射線治療後懷孕生產有哺乳需求，郭瑾提出國外研究結果說明，有1/4-1/3接受過放射治療的病患，仍然
可以成功授乳，大有機會可以緊抱小寶貝哺餵，勿須擔心放射線的問題。

網路上傳聞癌症病人在治療期間不能吃太營養，否則腫瘤會越長越大，郭瑾說，癌細胞為求生長會剝奪體內的養
分，但問題是病人不吃東西、癌細胞就會變乖或餓死嗎？營養更少，正常細胞的恐怕比癌細胞先死掉，且放射線
治療對生長代謝較快的癌細胞效果較好，所以吃營養一點，不僅可以強化正常細胞、增強免疫力，又可以殺更多
的癌細胞。

郭瑾也以臨床治療的經驗指出，重視營養補充的癌症病患治療過程都會比較順暢，且醫院也有營養師可諮詢，能
協助病患調整營養狀況。郭瑾強調，接受治療的婦女顧好自己的營養，也能讓吃母乳的小寶貝獲得足夠的營養，
更能壯大自己的抗癌資本。

利用放射線做治療，在乳癌的治療中常作為輔助型治療，以殺死肉眼看不見，手術沒切除乾淨的殘留腫瘤細胞，
可有效減少50%局部復發率；郭謹說，這種復發情形，即便在早期，手術切除乾淨的乳癌患者仍有可能發生。

放射線治療是一系列療程，每天治療1次、1次5-10分鐘，週一至週五治療，週末休息，療程共5-6週。郭瑾表
示，治療前會為病人製作固定模具與定位標記，病人接受治療時躺在個人專屬的固定模具上，以雷射對位，對準
定位點及定位線條，確保每次皆準確照射乳房上，現在有新的科技輔助準確照射，如錐狀光束電腦斷層、體表紅
外線偵測。

乳癌放射線治療最常見的副作用在皮膚，包括照射區域會逐漸出現如太陽曬傷的局部發紅、曬黑反應，皮膚皺褶
處可能出現局部脫皮等急性皮膚副作用，醫師會給予藥膏塗抹，通常在治療結束後2週會逐漸改善；郭瑾強調，
比較長期的副作用是放射線照射過的皮膚較不流汗，患者因此會感受到照射過的乳房溫度比對側高。

郭瑾醫師提醒，大部分患者在放射線治療期間會感覺疲倦，因此，充分休息與睡眠非常重要，當感覺到疲倦時，
應減少日常活動，但如果體力可以，職業婦女患者上班亦無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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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服成藥 小心「救心」吃到喊「救命」

2020-11-25 14:08

成大斗六分院醫師許拯源提醒，服藥務必遵從醫師或藥師指示。（記者林國賢翻攝）

〔記者林國賢／雲林報導〕根據食藥署2016年「民眾用藥行為」調查，65%
國人會自行購買指示藥或成藥服用，成大斗六分院家醫科醫師許拯源提醒民眾
亂服成藥不但治不了病，還可能衍生其他健康問題，吃藥吃到喊救命。

許拯源指出，日前他前往一位有3高（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合併第4期
慢性腎臟病、陣發性心房顫動及心肌梗塞等病史女性患者訪視時，病患表示近
日時有全身無力、胸口緊悶、上腹疼痛合併噁心及冒冷汗等不適。

他評估後判斷可能是心絞痛發作，詢問家中是否有「救心」，當心絞痛發作時
可儘快服用，病患表示有服用但沒改善，醫師進一步確認發現病患的「救心」
竟是日本成藥「救心」，而非坊間俗稱「救心」的「耐絞寧」舌下錠。

許拯源立即請居家護理師為該女病患抽血送驗，發現她血清鉀離子濃度高達
6.0，隨即送急診，還好經治療後平安返家，並依醫師指示停用日本成藥「救
心」，現在狀況穩定，不適症狀已緩解許多。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0/11/25/3362035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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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拯源表示，類似這名女性病患用藥安全問題很常見，除了擅用成藥，還常見
病患自行依症狀調整藥物的狀況，出現不少問題，呼籲若服藥疑慮或想購買成
藥時，務必諮詢藥師或原診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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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吃「救心」吃到喊救人 你知道你買的「救心」可能不是醫師處方的
「救心」嗎？

【記者黃妙真／雲林報導】69歲的陳女士有三高（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合併第四期慢性腎臟病、陣發
性心房顫動及心肌梗塞等病史。

某日在成大醫院斗六分院家庭醫學科許拯源醫師居家訪視時，陳女士表示近日時有全身無力、胸口緊悶、上腹

疼痛合併噁心及冒冷汗等不適，醫師評估後認為可能是心絞痛發作，詢問家中是否有「救心」，當心絞痛發作

時可儘快服用，陳女士表示有服用但沒改善，醫師進一步詢問藥物使用方法，陳女士回覆為早中晚服用、每次

2顆，醫師聽後大驚，請陳女士將她的「救心」藥拿出來，發現竟是日本成藥「救心」，而非坊間俗稱「救
心」的「耐絞寧」舌下錠。

許拯源醫師為陳女士身體檢查時發現脈搏每分鐘不到50下，開立「耐絞寧」並囑咐使用方法後，請居家護理
師抽血送驗，返回醫院沒多久，許拯源醫師便收到異常檢驗值簡訊通知血清鉀離子濃度高達6.0，隨即通知陳
女士盡速前往急診，急診評估發現雖無冠狀動脈阻塞徵象，但心電圖呈現心率徐緩合併ST段碗狀下陷變化，
連同陳女士用藥和臨床症狀，診斷疑似為毛地黃中毒。

陳女士經急診治療平穩後返家，依醫師指示停用日本成藥「救心」，許拯源醫師於再次居家訪視時，陳女士狀

http://www.pacificnews.com.tw/fixpostnews.php?postnewsid=17&titleid=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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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穩定，並表示前述不適症狀已緩解許多。

成大醫院總院藥劑部張珮毓藥師表示，老字號日本成藥「救心」，藥盒標示適應症為心悸、氣促及眩暈，內含

蟾酥、鹿茸末、牛黃等主要成分，其中蟾酥為一種類似毛地黃的強心配醣體，其作用為抑制心肌鈉鉀幫浦、增

強心肌收縮力，並可直接抑制房室結傳導，減緩心搏過快的心律不整；強心配醣體主要經腎臟代謝，安全治療

濃度範圍狹窄，老年人或是腎功能較差的患者使用需要調整劑量；如有服用心律不整藥物胺碘酮

(Amiodarone)的患者更應注意，在胺碘酮藥物交互作用下，強心配醣體在血中濃度會因清除率下降而上升，
進一步增加心臟的自主性抑制而引發嚴重心跳遲緩，這類病患須定期監測療效與副作用。

許拯源醫師表示，根據105年食藥署的「民眾用藥行為」調查顯示，有六成五民眾會自行購買指示藥或成藥，
但常未經醫師或藥師評估指導而擅自使用。

成藥「救心」在日本被歸為第二類醫藥品，建議須提供用藥指導，但在國內依衛福部中醫藥司規定則須由中醫

師處方使用，高風險病患若未在醫師指示下擅自使用，即可能發生想「救心」變成喊「救人」的緊急狀況。

許拯源醫師提醒「耐絞寧」舌下錠的使用方法，當急性心絞痛發作時，立即將一粒耐絞寧錠置於舌下或口頰側

使其溶化吸收。

若5分鐘後症狀沒有改善甚至惡化，立即前往急診，在急診途中可每隔5分鐘重複使用一粒，15分鐘內最多可
使用三粒。

如症狀已緩解，若數日內發生多次心絞痛，也應至心臟血管內科就診評估檢查。

許拯源醫師表示，像陳女士個案這類用藥安全問題並不少見，除了擅用成藥，還常見病患自行依症狀調整藥物

的狀況。

「平時門診請病人要規律吃藥(病人)都說好，居家醫療到(病人)家裡後一看藥袋才發現問題連連。
」老年人或慢性病患者更應特別注意，如有服藥疑慮或想購買成藥時，務必諮詢藥師或原診治醫師。

許拯源醫師特別提到，居家醫療是為病患整合藥物、檢視用藥方式和習慣的理想所在，若有申請居家醫療的民

眾，可把握醫師往診機會詢問藥物或其他保健食品等使用問題；有居家醫療需求的民眾，可撥打「1966」(長
照服務專線)聯繫各縣市長照中心，詢問居家醫療申請之相關事宜。

（本篇內容旨在提供一般醫療衛教知識，如有不適或疾病，應尋求專科醫師的診治，以免貽誤病情，並能獲最

佳治療的效果。

）

圖說1：亂吃「救心」吃到喊救人你知道你買的「救心」可能不是醫師處方的「救心」嗎。
（記者黃妙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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