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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未來即戰力　成大簽署台越人才培育合作
備忘錄

▲成大與越南勇源基金會、廣泰金屬工業、榮剛材料科技等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協助跨國企

業放眼全球，永續經營。 （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成蝶計畫」多元、多贏的產學合作人才育成平台，廣泛與產業界攜

手，培育國際人才，3日上午成大與越南勇源基金會、廣泰金屬工業、榮剛材料科

技等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成蝶」產學合作培育優秀人才，協助跨國企業放眼

全球，永續經營，也將成大、台灣的學術能量做更深遠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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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繼續往下閱讀...

簽約儀式在成大歷史文物館舉行，成大校長蘇慧貞與越南勇源基金會執行長冼文

舉、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泰隆、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王炯棻簽署合作備忘錄。蘇慧貞校長提到，人才建構社會發展創新的可能，在

既有學術資源中，與產業鏈結，可讓學生及早看見未來就業挑戰，同時精準扣合

調整當下學習目標，儲備迎戰未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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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代表處大使阮英勇表示，人才培育是越南當前國家建設重要

發展項目，台灣很多企業位列世界500強，非常重視跟台灣的合作。經濟部工業

局南部晶片物聯網智造整合服務基地執行長謝佳宏也指出，台灣擁有充沛半導體

技術，基地重要任務之一是成為台灣與新南向國家人才對接橋梁，謝謝成大學者

專家們在任務中提供重要支持。海軍前司令陳永康也盛讚此次簽約是國際合作指

標。

「成大不只重視學術卓越，也重視所學在未來有所應用」。成大助理副校長莊偉

哲指出，成大專利使用率頗高，目前與成大合作的企業有100多家，莊偉哲鼓勵

越南留學生鑽研學術，也可學習創業歷程，從成大連結國際，為母國帶回台灣生

意經。

成大副國際長李約亨指出，台灣新南向政策2019年邁入第3年，越南一直是重點

招生國家。越南政府對外國大學到越南高中招生有所限制，透過此次合作，邀請

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阮英勇大使曁希望借重冼執行長等當地影響力，幫助

成大拓展在越南與企業、學校甚至政府機關的交流互動。 

目前成大越南學生近200人，是成大外籍生人數第2多的國家。成大國際處國際學

生事務組表示，成蝶計畫台越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共有３個合作方，每學期共提

供成大6位名額，通過申請者每位受獎生可獲生活補助奬學金1000元美金，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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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3萬元獎學金。同時也規劃本校越南學生至簽約企業參訪、實習的機會，擴大

越南學生學成歸國返鄉服務的就業選項。

本次合作由冼文舉促成。冼文舉為台灣企業家，深耕越南30多年，致力推動台越

企業雙邊交流與產業，慈善醫療，教育發展交流合作，是台越國民外交重要人

士，曾榮獲越南國家主席在胡志明市統一宮頒發三等勞動勳章，這是越南政府給

予第一位外國台灣人的最高榮譽。 

越南勇源基金會長期扶助越南優秀學生來台求學，在越南致力推行教育、公益與

醫療服務等活動。冼文舉表示，成大校友們在各行各業扮演重要角色，原本想來

成大洽談技術合作，過程中接觸許多成大校友，在他們身上看見成大窮理致知的

務實風範，十分欣賞成大培育優秀人才的能力，所以邀請廣泰金屬、榮剛材料2家

在越南設廠的企業共同加入「成蝶」，提供在成大就讀的越南優秀學生生活補助

獎學金，希望拋磚引玉為越南注入頂尖人才，提升拓展台越關係。

現場近15家越南台資企業、越南在地企業，以及未來預計到越南設廠的企業代表

出席簽約儀式。在越南投資的長佑醫療科技顧問有限公司洪全成博士指出，成大

擁有深厚學術資源與專業技術研發能量，越南當地企業與諸多台商對於產學合作

十分感興趣，參與今日簽約儀式，為企業提供深入認識成大的機會，也期待未來

能有更多的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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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簽署臺越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 養成未來即戰
力 

【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跨國企業，殷切需要具備國際移動力人才；成功大學「成蝶計畫
（NCKU-Butterfly Program）」－多元、多贏的產學合作人才育成平台，廣泛與產業界攜
手，培育國際人才；8月3日上午，成大與越南勇源基金會、廣泰金屬工業、榮剛材料科技簽
署合作備忘錄，這是繼2019年6月與玉山銀行、柬埔寨合作案、12月與泰國台達電簽約後，
「成蝶」再次產學合作培育優秀人才，協助跨國企業放眼全球，永續經營，也將成大、臺灣

的學術能量做更深遠的拓展；特別的是，海軍前司令陳永康也盛讚此次簽約是國際合作指

標。

簽約儀式在成大歷史文物館舉行，成大校長蘇慧貞與越南勇源基金會執行長冼文舉、廣泰金

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泰隆、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炯棻簽署合作備忘

錄。蘇慧貞提到，人才建構社會發展創新的可能，在既有學術資源中，與產業鏈結，可讓學

生及早看見未來就業挑戰，同時精準扣合調整當下學習目標，儲備迎戰未來的能力。

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代表處大使阮英勇表示，人才培育是越南當前國家建設重要發展項目，

臺灣很多企業位列世界500強，非常重視跟臺灣的合作。經濟部工業局南部晶片物聯網智造
整合服務基地執行長謝佳宏指出，臺灣擁有充沛半導體技術，基地重要任務之一是成為臺灣

與新南向國家人才對接橋梁，謝謝成大學者專家們在任務中提供重要支持。

「成大不只重視學術卓越，也重視所學在未來有所應用」。成大助理副校長莊偉哲指出，成

大專利使用率頗高，目前與成大合作的企業有100多家，莊偉哲鼓勵越南留學生鑽研學術，
也可學習創業歷程，從成大連結國際，為母國帶回臺灣生意經。

成大副國際長李約亨指出，臺灣新南向政策2019年邁入第3年，越南一直是重點招生國家；
越南政府對外國大學到越南高中招生有所限制，透過此次合作，邀請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

事處阮英勇大使曁希望借重冼執行長等當地影響力，幫助成大拓展在越南與企業、學校甚至

政府機關的交流互動。

目前成大越南學生近200人，是成大外籍生人數第2多的國家。成大國際處國際學生事務組
表示，成蝶計畫臺越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共有３個合作方，每學期共提供成大6位名額，通
過申請者每位受獎生可獲生活補助奬學金1,000元美金，約新台幣3萬元獎學金；同時也規劃
本校越南學生至簽約企業參訪、實習機會，擴大越南學生學成歸國返鄉服務的就業選項。

https://1.bp.blogspot.com/-oIljm37OVJ0/Xye9qTo5bHI/AAAAAAAGPpE/b9_PIJIIBxQ3qUZzJ9qbyXt846qU8vhQwCLcBGAsYHQ/s1600/159643952404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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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生物醫學工程碩士班杜雪兒(Do Tuyet Nhi)認為，獎學金支持是國際學生專注研究，展
現學術才華的重要助力；來臺3年，目前正攻讀測量及空間資訊博士學位的阮文孟(Manh
Van Nguyen)表示，近年來臺南物價變得有點貴，獎學金對生活開銷、在外租屋等有一定的
幫助；若順利獲得獎學金，會用來訓練自己科學寫作的能力，並參加深度學習議題的國際研

討會，精進自我專業知能，也期許自己學成歸國後，投身工業4.0的產業創新行列，成為促
進越南國家發展的中堅份子。

本次合作由冼文舉促成，冼文舉為臺灣企業家，深耕越南30多年，致力推動臺越企業雙邊交
流與產業，慈善醫療，教育發展交流合作，是臺越國民外交重要人士，曾榮獲越南國家主席

在胡志明市統一宮頒發三等勞動勳章，這是越南政府給予第1位外國臺灣人的最高榮譽。

越南勇源基金會長期扶助越南優秀學生來臺求學，在越南致力推行教育、公益與醫療服務等

活動。冼文舉表示，成大校友們在各行各業扮演重要角色，原本想來成大洽談技術合作，過

程中接觸許多成大校友，在他們身上看見成大窮理致知的務實風範，十分欣賞成大培育優秀

人才的能力，所以邀請廣泰金屬、榮剛材料2家在越南設廠的企業共同加入「成蝶」，提供
在成大就讀的越南優秀學生生活補助獎學金，希望拋磚引玉為越南注入頂尖人才，提升拓展

臺越關係。

現場近15家越南臺資企業、越南在地企業，以及未來預計到越南設廠的企業代表出席簽約儀
式。在越南投資的長佑醫療科技顧問公司洪全成博士指出，成大擁有深厚學術資源與專業技

術研發能量，越南當地企業與諸多臺商對於產學合作十分感興趣，參與今日簽約儀式，為企

業提供深入認識成大的機會，也期待未來能有更多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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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創攜手成大及興創知能 舉辦「實現智慧運
輸系統」數位轉型座談會

▲緯創攜手舉辦「實現智慧運輸系統數位轉型」座談會。（圖／緯創提供）

財經中心／台北報導

為凝聚共識並加速自駕車智慧應用服務發展與運用，緯創資通受內政部委託，辦

理高精地圖於自駕車資通訊系統整合研發實證工作，攜手國立成功大學及興創知

能，於31日舉辦「實現智慧運輸系統數位轉型」座談會，並邀請相關產官學研代

表，超過上百名自駕車及測繪技術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與會。

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致詞表示，內政部為配合行政院5+2新興重點政策，積極

推動無人載具實證上路，執行高精地圖、資訊整合平臺與智慧運輸相關計畫，期

望透過本座談會凝聚我國各界共識，加快自駕車智慧應用服務推動。

緯創智能執行長沈慶堯表示，數據應用結合人工智慧與5G於垂直市場之創新技術

服務為產業發展首要議題，緯創將結合集團布局多年的車載設備、AIoT與通訊技

術，並與相關領域專業團隊攜手合作，期盼能為未來智慧應用服務整合發展提供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8%B2%A1%E7%B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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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技術，搭配實質落地之業務，促進緯創數位轉型成功，帶動新興智慧交通、

智慧製造、5G、大數據市場之拓展。

近年來，各項感測器與演算技術進步，使自駕車車體的感知能力大幅提升，隨著

5G所帶來的低延遲與高頻寬等通訊水準，未來自駕車商機無限；而自駕系統要能

順利導航運行，除了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之外，還需整合高精度圖資平台，處理判斷地理空間之即時「人車路」動態資

訊，才能確保用路人之安全無虞。

「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已於2018年11月於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12月總

統令公布條例以來，行政院也將其列為5+2新興重點政策，各部會積極分工，提

供完善測試環境，以利自駕車科技、服務與營運模式的體驗與展示。

緯創資通偕同集團旗下緯謙科技參與內政部計畫專案，自2019年開始執行高精地

圖於自駕車系統整合實證工作計畫迄今，計畫團隊已開發出自動辨識高精地圖場

域之變異物件AI工具，可將已辨識物件納入高精地圖更新方法，同時該變異物件

辨識工具將部署至自動駕駛資訊整合系統內，持續完備國內自駕車服務供應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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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推薦青少年文學讀本
2020-08-02

文化局推薦《臺南青少年文學讀本》為暑假期間最適合年輕人閱讀的好書。（記者林雪娟翻攝）

 記者林雪娟／台南報導

 暑假開始，是否會煩惱你的孩子沈浸在電玩、電腦和電視等３Ｃ產品？文化局和蔚藍文化合作出版的《臺南青少

年文學讀本》套書，獲得金鼎獎優良出版品推薦，漫漫暑假，不妨推薦青少年閱讀好書，增加自己的文學軟實力。

 為讓青少年認識本地的作家作品，透過文學讀本，了解自己的土地，也希望在國民教育階段連接語文學習工程，

市府採納前台文館館長陳益源於「台南市文學推動小組」會議中的建議，由文化局委託成大中文系教授陳昌明擔任

召集人，選編《臺南青少年文學讀本》出版，分為小說、散文、現代詩、台語詩、兒童文學和民間故事六大主題。

 出版社也坦言，台灣青少年文學市場缺乏市場，且本土青少年讀物更是嚴重不足，已經形成嚴重的閱讀危機，青

少年找不到閱讀樂趣，影響的恐是終身的品味。近年來從高中至大學的學測，逐漸重視「素養」，不再以課本語文

教材為範圍，許多家長與教師體認此新趨勢，也漸讓青少年的閱讀擴大眼界與範圍，參與台灣青少年讀本，希望推

動新一波的閱讀契機。

 該套叢書除入圍金鼎獎，其中的現代現代詩卷及民間故事卷，曾雙雙入選「好書大家讀」優良少年兒童讀物，套

書亦曾入選博客來網路書店的年度百大排行榜。炎熱夏天，捧一本好書咀嚼，就是最佳消暑良方！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3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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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攜手安馳、一元素科技　共同贊助競賽助
台灣AIoT產業

▲ADI、安馳與一元素共同贊助科技競賽助力台灣AIoT產業。（圖／安馳科技提供）

財經中心／台北報導

安馳科技（3528）與亞德諾半導體（Analog Devices, ADI）、一元素科技攜手贊

助第四屆「創創AIoT競賽」，總決賽於成功大學圓滿舉行。本次競賽競爭激烈，

以黑客、創客與公益3個組別，共吸引全台35校超過120組隊伍報名，決賽當日評

選最後入選的33支隊伍，角逐總獎金40萬元大獎。

由教育部智慧空間電子應用聯盟攜手成功大學主辦的「創創AIoT競賽」，自2017

年開始迄今已舉辦四屆，希望以AIoT領域發展為核心，競賽活動為平台，提供各

界人才打造跨域合作的契機，整合軟硬體技術、行銷、管理、市場趨勢分析等核

心能力，激發AIoT領域技術創意，並為產品落實市場應用，邁開第一步。

本屆競賽由ADI提供百萬高階設備支持發展工業4.0、煙霧檢測、安全監控與智慧

健康照護場域等產業發展，期待藉由技術開發CbM（狀態監測系統）、煙霧偵測

及3D立體成像的ToF（飛時測距）模組等技術，落實於智慧環境、載具、醫療等

潛力新興領域。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3C%E5%AE%B6%E9%9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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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區域銷售經理陳曜桎表示，ADI榮幸參與支持2020「創創AIoT競賽」，從中看

到參展隊伍將ADI元件應用領域拓展到更廣泛的生活層面，甚至為解決人類社會

問題注入了創新的活水。未來ADI仍將持續並持與台灣產、學、研的互動交流，

透過更高的新創能量為社會創造更高的科技實用價值。

本次競賽結果，由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的隊伍，以「馬達軸承故障偵測系統」

為主題，獲得黑客組首獎，希望後續進行偵測演算法與資料庫優化，提升應用準

確度，有效預防公安意外，同時減少可能發生的經濟外部成本，更期待應用在電

動車相關領域。

針對台灣失明患者所設計的「注音符號點字學習系統」由亞東技學院資訊管理系

與輔仁大學物理系聯隊獲得創客組首獎。將熟悉的注音符號直接應用在點字轉

換，配合自行開發的教材器具與APP，有效解決失明患者的生活不適應症狀。

公益組首獎則來自台灣大學與政治大學組成的聯隊，以「戶外吸菸行為辨識系

統」為主題，解決稽查人力消耗，檢舉安全性等問題，希望可以讓系統落實應

用，為台灣創造質無菸害的公共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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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疫情衝擊，數位科技加速轉型，根據人力銀行調查，加油員將是很快被淘汰的工作。（中央社）

人工智慧的發展，讓許多工作面臨消失危機，包括店員、客服人員、導遊等，都曾被點
名，隨著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延燒，企業加速數位轉型，相對的，當時被評
估容易被AI取代的工作也被發現正加速消失中，令人意外的是，遠距教學也讓老師這
份職缺岌岌可危。

王先生：『(原音)自從武漢肺炎開始蔓延以後，所有陸客也不能入台，旅行社所有的團
也全部取消，所以即使我擁有領隊跟導遊證，目前來講是完全沒有收入。』

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在全球蔓延，觀光產業首當其衝。這位53歲的王先生
擔任計程車司機20年，後來為了圓夢考取導遊、領隊證照，才剛從業一年，就面臨武
漢肺炎疫情衝擊，收入瞬間歸零，只好重新開起計程車。

104人力銀行就指出，過去他們曾經發布過「即將消失的十大職缺」，領隊就是其中之
一，尤其在疫情影響下，這份工作的職缺數掉得最快。104人力銀行資深副總經理暨人
資長鍾文雄說：『(原音)如果從職缺數的統計，減的很多的是領隊，但導遊並沒有在前
十名，我們觀察領隊跟導遊應該會合併，看起來領隊應該是會不見，導遊還會在，但需
求也會越來越下滑。』

時間：2020-07-31 13:59 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楊文君

後疫時代變革／數位科技加速發展 這些工作機會消失中
讚 1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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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學若持續發展 還需要這麼多老師嗎？

除了領隊之外，疫情也加速遠距工作、遠距教學的普及，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就指出，
3月台灣線上課程約佔所有課程的3%，但短短一個月就成長到高達30%，儘管台灣防
疫得當，並未影響學生到學校上課，但全球仍有高達20%受教育者受到影響，「各界
必須接受一個事實，就是這波疫情確實衝擊到實體教育現場」。蘇慧貞說：『(原音)三
千多所大學同時上線，一下子增加兩千多個線上課程，不管老師有沒有受過相關訓練、
也不管學校是否有相關資源，大部分全球的老師在這個時間點上，都被迫上了一堂遠距
教學的密集訓練班，也會被迫將他所有課程改成線上教學。』

1111人力銀行媒體中心總經理何啟聖就分析，隨著遠距教學成熟，未來人工智慧可以
依據使用者的程度，量身訂製課程，比傳統一體適用的教育方式，更加貼近使用者，學
習就無需綁在制式的教室當中，就會減少教師與教室的需求，產業中支援教室運作的人
力需求恐怕也會跟著瓦解。

工作機會快速消長 您的工作是否名列其中？

根據104人力銀行職務白皮書「即將消失的十大職缺」調查，第一名為加油員，後面依
序為珠心算老師、大樓管理員、家庭代工、領隊、圖書資料管理人員、手工包裝員、車
縫人員、作業員、資料輸入人員等。這些職務的消失多半和人工智慧自動化發展有關，
例如「智慧型物業管理系統」的發展，就會讓大樓管理員消失，還有還書借書現在都可
以透過機器自己操作，讓圖書資料管理人員需求大幅下滑。最重要的是疫情似乎有加速
這些工作消失的速度。

不過，疫情讓「宅經濟」發威，電子商務跟電子支付更加普及，也讓某些工作數量大
增，包括金融保險業人員、區塊鏈工程師、全端工程師、視覺設計、行銷企劃等，甚至
共享經濟平台帶動的外送員職缺都明顯增加。104人力銀行資深副總經理暨人資長鍾文
雄說：『(原音) 從人力銀行觀點，我們也覺得這工作滿危險，但不管資訊科技再怎樣
發展，最後一哩啊，還是需要有人把便當跟披薩送到你家啊，所以在疫情發展下，外送
平台、宅配的新興工作職缺也會變得越來越多。』

疫情終究會有被控制的一天，當人們生活恢復正常後，這些受疫情影響的工作是否也會
恢復不得而知，但隨著人工智慧、5G、物聯網發展，民眾也必須正視有些工作或生活
模式恐怕回不去了，必須持續累積跨領域的專業、增加數位科技的使用能力及自身競爭
力，才不會被市場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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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台灣董事總經理馬大康接受中央社專訪時，稱讚台灣學界有「世界級」研究水準，希望未來在隱
私權領域擴大交流，透過Google力量做出更多貢獻。（Google提供）中央社記者吳家豪傳真　109年8
月1日

Google專訪2（中央社記者吳家豪台北1日電）Google於7月舉行AI創新研究營，與

台灣學界進行深度交流。Google台灣董事總經理馬大康稱讚，台灣學界有「世界

級」研究水準，希望未來在隱私權領域擴大交流，透過Google力量做出更多貢獻。

馬大康於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畢業後赴美深造，在1993年獲得華盛頓大學電機工程

學博士學位，專注於電力系統與人工智慧（AI）專家系統的整合與創新。1997年他

獲聘為國立中山大學電機系副教授，過去曾出版22篇論文及共同著作2本專業書籍。

接受中央社專訪時，馬大康提到，Google在「智慧台灣計畫」架構下，持續結合研

究、交流及實作訓練，幫助台灣培養AI人才。今年7月Google舉行AI創新研究營，邀

請旗下人工智慧公司DeepMind專業研究員參與資訊分享，幫助台灣提升在全球AI趨

勢下的競爭力，同時推動AI教育普及化，提供產業創新動力。

今年5月Google宣布把全球大學交流計畫拓展至台灣，已收到台灣大學、清華大學、

交通大學、成功大學等研究人員申請，未來將有機會與Google內部研究人員合作。

馬大康預期，未來一到兩個月會有更多培育計畫及相關成果公布。

隱私權研究興起 台灣學界共襄盛舉

今年因為疫情影響，Google AI創新研究營做大膽嘗試，改為線上交流，獲得踴躍出

席與討論。馬大康觀察，在台灣幾個重要的研究面向包括AI、雲端、系統、5G，而

今年在AI創新研究營發現，台灣學術界很多正在積極進行的計畫是有關醫療保健、影

像辨識領域，以及如何運用AI計畫與未來5G或其他雲端研究有更好結合。

在今年AI創新研究營的分享中，馬大康發現有關隱私權及個人資訊等主題，不僅在全

球非常熱門，在台灣特別是台大也有興趣，Google希望透過更先進模式，能保證個

人資訊在手機或載具端，不會因為透過AI學習造成任何外洩的可能，或者在資料上傳

雲端時造成隱私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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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看到台灣在這部分已經有非常好的進展，也希望未來與台灣在這方面透過

Google全球力量有更好的結合，有一些持續交流以及在全球更好表現。」馬大康

說，這也是未來科技，從人的角度來看，最值得關注的議題。

台灣學術研究水準高 Google助攻再升級

馬大康指出，在交流過程中，他發現台灣學界有世界級研究水準，例如在疫情相關論

文目前有非常好的表現，很多都已登上國際期刊。未來Google希望透過業界與政

府、學界的合作，讓目前已經有好表現的世界級水準能有更好發展。

他說，目前台灣疫情相對穩定，當台灣生活慢慢回到常態，Google會思考如何透過

業界力量，與社會、產業及政府投資做到更好接軌，能擴大Google研究成果，彰顯

研究價值，同時讓Google有機會對社會做出更好貢獻。

馬大康認為，台灣工程師平均水準非常高，Google已加大Chrome OS研發中心的投

資與成長，與台灣業界有更好合作，看好軟硬體整合將是未來台灣的競爭優勢，加上

AI與其他後疫情時代主軸，Google都非常樂觀，希望未來與台灣有更好合作。

Google台灣重點目標 加強在地連結

談到未來的工作重心，馬大康說，首先希望讓Google平台與Chome OS在台灣合作

能有更好連結，共同推動Chromebook在全球市場的成長，並協助程式開發者推出更

好的創新，走向全世界。

此外，馬大康也希望進一步回饋台灣社會，雖然台灣在資通訊領域能力很強，可是在

某些領域的世界觀還不夠深，Google希望透過很多師資培訓營或IT人員社團，幫助

大家瞭解Google台灣過去的創新成果，並且在學界、教育界及業界能有更好互動，

讓台灣業界在未來數位轉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編輯：潘羿菁）109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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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家江敬業收藏戰機模型，是業餘界的專家。

江敬業為兒童導覽他收藏的戰鬥機模型，是飛行夢想的延伸。

夢想飛行的江敬業（左），本業是音樂家兼樂團指揮。圖片提供／江敬業

江家頂樓收藏著數百架模型戰鬥機。圖片提供／江敬業

 
 

坐擁數百架模型飛機
江敬業圓飛行夢 
2020/8/2

報導‧攝影／莊舒仲

　小提琴家江敬業的興趣廣泛，閒暇時喜歡四處探索地方文史古蹟，寫
書記錄臺灣，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興趣，就是「造飛機」。在他家頂樓有
間「飛行夢工場」，陳列數以百計的大小戰鬥機群，由動態模型到靜態
模型，從空軍延伸到海軍，有如跨越時空的「微型飛機博物館」。

　走進高雄市杉林區的扇平山莊，映入眼簾的是一架架懸掛在天花板，
彷彿正在飛行的戰鬥機，這裡展出的是江敬業的各式模型飛機。江敬業
說：「這場展覽的模型飛機數量大概只有六分之一，很多動態模型飛機
體型太大，運送不便，只好割愛。」他會特別挑選主題，精簡展出數
量，例如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戰機為主，並搭配當時搭載戰機的船
艦為輔，「希望參觀者從展出模型中，感受每架戰機背後的歷史與典
故。」

　江敬業對每架典藏的模型飛機，都如數家珍，「櫃內是日本零式艦上
戰鬥機系列，機身上有圈藍帶是隊長的駕機，當年日軍在塞班島戰役全
軍覆沒，島上十五架零式戰鬥機被美國搬回研究，全球唯一一架還能飛
的五二型零式戰鬥機，就收藏在美國加州世界名機博物館。」

　童年受電視影集《黑羊中隊》影響，江敬業偏愛隨艦出征的日本零式
戰鬥機和機翼上翹的美國海盜戰鬥機。展區內陳列的收藏品中，多半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主力機型，以及搭載零式戰鬥機的船艦。而每架動態模
型機都曾飛上天，也曾摔落地，甚至還沒起飛就被恆春半島的落山風吹
斷機翼。看著展區裡的大飛機，總可以見到修補痕跡，有的原本該資源
回收的模型機，經江敬業的巧手修復而保全。

　「早年入門模型機要飛上天，全靠自己摸索。」江敬業說，當年模型
飛機買來只有一張結構圖紙，木製外殼得自己手工切割打磨，引擎組
裝、表面塗裝也都要自己動手，組裝完成的飛機能否飛上天，就看工藝
是否到位。

　江敬業十六歲那年，曾擔任高中航空社社長，他拿出存了好久的零用
錢兩萬多元，買下人生第一架動態模型飛機，展開飛行夢，沒想到遇上
韋恩颱風，剛萌芽的飛行夢被打碎了。江敬業回憶說，當時以為颱風已
經離開，便興沖沖騎車載著第一架飛機到高雄八卦寮試飛，結果飛機一
升空就被颱風吹跑了，四處找半天才從魚塭裡撈出。因欠缺維修經費，
而且當時正逢大學聯考，他決定斬斷飛行夢。

　江敬業上大學後，課業繁重又要花時間練琴，飛行夢中斷了十年，直
到一九九六年攻讀東海大學音樂研究所時，偶遇遙控飛機，才又拾起飛
行夢。

　江敬業的「飛行」經驗，在模型飛機圈內頗具口碑，連成大航太研究
所、漢翔航空公司等試飛新無人機或器材設計，都慕名找他擔任試飛
員。他曾參與的試飛品，最昂貴的造價高達新臺幣上億元。

　「飛機飛上天的剎那，是心靈最滿足的一刻。」江敬業說，「造飛
機」是可以玩一輩子的人生樂事，雖然入門門檻不低，且零件高昂，但
能夠一圓「小男孩的飛行夢」，花上千金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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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文青房仲從分店秘書拼起來　晉升台南頂尖業務！調適
壓力靠一招

記者陳建宇／台南報導

願意為自己的夢想職業，努力去爭取的人不多，信義房屋東寧店的主任蔡孟軒就是一例。從放棄、妥協到成

功，她不斷爭取當房仲業務的機會，終於如願以償，更晉身台南頂尖業務之一。蔡孟軒透露，自己調適壓力

時，會憑著一股衝動到墾丁去看海，讓自己的心情平靜下來。

▲蔡孟軒努力爭取當房仲業務的機會，表現也相當亮眼。（圖／記者陳建宇攝）

蔡孟軒出身公教家庭，不過她從大學就開始「斜槓」，原本就讀成大造船系（現為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

系），但念了2年後她發現志不在此，毅然決然轉系改念中文，從理科轉成文科，再用3年時間把中文系4年

的內容念完。不僅如此，她在大學時代曾任班代以及「蘭亭古典詩社」社長，並多次獲得鳳凰樹文學獎散

文、小說、古典詩詞類之正獎與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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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軒和客戶互動融洽，深得客戶信賴。（圖／記者陳建宇攝）

畢業之後，她原本在知名拼圖店上班，凡事都盡心盡力做的她很快就晉升店長，原本以為職涯會一直這樣下

去的蔡孟軒，某次1個客戶告訴她：「妳很為客戶著想，會是很好的業務。」忽然間就開啟她對業務的興

趣，她花了半年時間研究、了解各種業務性質，她發現只有房子是會「因人而美」的產品，因此決定投身房

仲業，加入信義房屋。

▲蔡孟軒常常拜訪鄰近的店家，對商圈了解程度高。（圖／記者陳建宇攝）

蔡孟軒2013年加入信義房屋時，一開始就是擔任業務人員，表現也很不錯，但家人對於她的業務工作並不

贊成，包括生活模式、價值觀等都和家庭出現衝突，為了取得家庭的和諧，她選擇退讓、妥協，改擔任分店

的秘書，一當就是4年多。



2020/8/3 影／文青房仲從分店秘書拼起來 晉升台南頂尖業務！調適壓力靠一招 | ETtoday房產雲 | ETtoday新聞雲

https://house.ettoday.net/news/1773026?redirect=1 3/4

▲蔡孟軒的手很巧，可以做出很精美的物品。（圖／信義房屋提供）

雖然不是心中的理想工作，蔡孟軒還是全心全力投入秘書的工作，除了協助店內的業務同仁之外，手巧的她

不論是POP海報、手作美工等都做得相當精緻。即便如此，蔡孟軒還是無法忘情業務工作，也有分店店長詢

問她是否要重回業務戰場，又讓她萌生「再挑戰一次」的想法。

這次，蔡孟軒和家人好好溝通、磨合，讓家人了解業務並非一心只想著錢，而是同時也可以幫客戶找到屬於

他們的幸福，更能讓自己成長，讓家人對這份工作的觀感改變，她也在2018年回鍋擔任業務至今。重回自

己最喜歡的工作，蔡孟軒表現也非常亮眼，今年6月她的單月業績就接近250萬元，更是信義房屋在台南的

頂尖業務之一。

不過即便熱愛業務工作，也不是不會遇到瓶頸，蔡孟軒事事力求完美，也給自己帶來不少壓力，但她懂得怎

麼自我調適，例如她曾很衝動地跑去墾丁看海，看著海浪的漲退，也讓自己的心情平靜下來。如果沒辦法走

遠，她就會到書局看書，特別是小說，讓她可以隨著故事劇情把自己從現實生活中短暫抽離出來，再重回現

實生活當中，就能像重新開機一樣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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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軒認為只要能做喜歡的工作，就能讓自己閃閃發光。（圖／記者陳建宇攝）

蔡孟軒認為，能夠做自己喜歡、能夠讓自己成長的工作，會讓人「閃閃發光」，而業務這份工作對她來說就

是如此，能讓年輕的生命成長更快，她也認為，只要認清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每個人都可以閃閃發光。

關鍵字：信義房屋﹑業務魂﹑斜槓﹑成大﹑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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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影像醫學部王博醫師。

經動脈發炎血管栓塞術 慢性關節、肌腱炎頑固性疼痛治療
新選擇

孫宜秋／南市

2020/8/1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有位76

歲的女性左側膝蓋疼痛超過2年，長

期使用止痛藥、用過貼布，打過關節

內注射，也做過復健等治療，但是疼

痛依然持續，且疼痛指數（最高10

分）已達高等級的9分，走路走沒多

久就會開始疼痛，不吃藥就會痛到無法入睡。在各式治療都無明顯療效後，到成大

醫院骨科就醫，經骨科醫師評估診斷為膝蓋退化性關節炎，再轉診到影像醫學部介

入門診做進一步介入性治療。

 成大影像醫學部王博醫師表示，經影像評估，發現病人有關節狹窄、骨刺增生等

問題。在動脈血管攝影下找出了增生的發炎血管，並進行發炎血管的栓塞治療。栓

塞後，病人的疼痛感就只剩下一半，疼痛指數最後降到剩2分，走路時的疼痛感大

幅減輕。

 王博醫師指出，經動脈發炎血管栓塞術（TAE）的止痛技術，主要適用於持續超

過3個月以上、5分以上的劇烈疼痛，包含五十肩、旋轉肌腱撕裂、網球肘、退化性

膝關節炎及足底筋膜炎等造成的疼痛。當病人嘗試過包含消炎藥物、復健、震波、

貼布、局部注射類固醇、玻尿酸等治療都沒有明顯改善時，就可考慮接受這項止痛

治療。

 應該有不少人、特別是長者，會有關節肌腱這裡痠、那裡痛，熱敷、拉筋都沒

效，因此痛了許久；就醫照了X光檢查，也吃了消炎止痛藥、做了復健、震波、休

息，但還是痛，改善的效果不明顯。這可能就是一種慢性的發炎與疼痛，雖然不會

有生命上的危害，但是在生活上卻是相當擾人的問題。

 王博醫師說，這種長期疼痛一直都不是很容易治療，關鍵在於這類關節炎、肌腱

炎的疼痛可能與血管不正常增生相關。日本奧野（Yuji Okuno）醫師針對慢性長期

發炎部位，創立增生發炎血管栓塞技術，來達到止痛的效果。目前除日本外，韓國

及美國也已有多位醫師在執行且發表相關研究，在台灣則尚屬萌芽階段，成大醫院

引入這項技術並已有多個治療實例，獲得不錯的止痛效果。

 「經動脈發炎血管栓塞術（TAE）」是在X光透視、動脈血管攝影下，用微導管

勾選這些新增生的發炎血管並給予栓塞藥物治療，以降低疼痛神經的刺激及減緩局

部的發炎反應。

 王博醫師表示，國外研究顯示，發炎血管栓塞術沒有肌肉骨骼缺血壞死、肢體無

力、感覺麻痺等嚴重的副作用，較常見的只有治療部位的暫時性紅斑及鼠蹊部穿刺

處的皮下瘀青，但多在1個月內會改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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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博醫師指出，發炎血管栓塞術的治療，需經骨科、疼痛科及影像醫學科醫師等

專業醫師的評估才可執行，主要的效果為止痛，但無法反轉已經退化的關節與肌腱

的撕裂傷；因此，如關節退化過於嚴重，仍需以開刀為主。他也提醒，平常應要注

意關節肌腱的保養與適當休息，愛護自己的關節與肌腱，會更勝於過度耗損後的處

理及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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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動脈發炎血管栓塞術　慢性關節、肌腱炎頑固性疼痛治療新選擇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0-08-01 08:20

76歲女性左側膝蓋疼痛超過2年，長期使用止痛藥、用過貼布，打過關節內注射，也做過復健等治療，但是疼痛依然持續

指數(最高10分)已達高等級的9分，走路走沒多久就會開始疼痛，不吃藥就會痛到無法入睡。在各式治療都無明顯療效後，

醫院骨科就醫，經骨科醫師評估診斷為膝蓋退化性關節炎，再轉診到影像醫學部介入門診做進一步介入性治療。

成大影像醫學部王博醫師表示，經影像評估，發現病人有關節狹窄、骨刺增生等問題。在動脈血管攝影下找出了增生的發

並進行發炎血管的栓塞治療。栓塞後，病人的疼痛感就只剩下一半，疼痛指數最後降到剩2分，走路時的疼痛感大幅減輕。

王博醫師指出，經動脈發炎血管栓塞術(TAE)的止痛技術，主要適用於持續超過3個月以上、5分以上的劇烈疼痛，包含五十

轉肌腱撕裂、網球肘、退化性膝關節炎及足底筋膜炎等造成的疼痛。當病人嘗試過包含消炎藥物、復健、震波、貼布、局

固醇、玻尿酸等治療都沒有明顯改善時，就可考慮接受這項止痛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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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有不少人、特別是長者，會有關節肌腱這裡痠、那裡痛，熱敷、拉筋都沒效，因此痛了許久；就醫照了X光檢查，也吃

止痛藥、做了復健、震波、休息，但還是痛，改善的效果不明顯。這可能就是一種慢性的發炎與疼痛，雖然不會有生命上

但是在生活上卻是相當擾人的問題。

王博醫師說，這種長期疼痛一直都不是很容易治療，關鍵在於這類關節炎、肌腱炎的疼痛可能與血管不正常增生相關，日

(Yuji Okuno)醫師針對慢性長期發炎部位，創立增生發炎血管栓塞技術，來達到止痛的效果。目前除日本外，韓國及美國也

位醫師在執行且發表相關研究，在台灣則尚屬萌芽階段，成大醫院引入這項技術並已有多個治療實例，獲得不錯的止痛效

「經動脈發炎血管栓塞術(TAE)」是在X光透視、動脈血管攝影下，用微導管勾選這些新增生的發炎血管並給予栓塞藥物治

降低疼痛神經的刺激及減緩局部的發炎反應。

王博醫師表示，國外研究顯示，發炎血管栓塞術沒有肌肉骨骼缺血壞死、肢體無力、感覺麻痺等嚴重的副作用，較常見的

部位的暫時性紅斑及鼠蹊部穿刺處的皮下瘀青，但多在1個月內會改善消失。

王博醫師指出，發炎血管栓塞術的治療，需經骨科、疼痛科及影像醫學科醫師等專業醫師的評估才可執行，主要的效果為

無法反轉已經退化的關節與肌腱的撕裂傷，如關節退化過於嚴重，仍需以開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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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關節、肌腱炎頑固性疼痛患者有福了！ 經動脈發炎
⾎管栓塞術是治療新選擇

▲成⼤影像醫學部王博醫師表⽰，經動脈發炎⾎管栓塞術是慢性關節、肌腱炎頑固性

疼痛患者治療新選擇。（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76歲⼥⼦左側膝蓋疼痛超過2年，⻑期使⽤⽌痛藥、⽤過貼布，打過關節內注射，也

做過復健等治療，但是疼痛依然持續，且疼痛指數達最⾼等級的9分，⾛路⾛沒多久就

會開始疼痛，不吃藥會痛到無法⼊睡，⾻科醫師評估診斷為膝蓋退化性關節炎，經動

脈發炎⾎管栓塞術治療，痛感⽴⾺少⼀半以上，患者重拾⽣活品質。

成⼤影像醫學部王博醫師表⽰，經影像評估，發現病⼈有關節狹窄、⾻刺增⽣等問

題。在動脈⾎管攝影下找出了增⽣的發炎⾎管，並進⾏發炎⾎管的栓塞治療。栓塞

後，病⼈的疼痛感就只剩下⼀半，疼痛指數最後降到剩2分，⾛路時的疼痛感⼤幅減

輕。

王博醫師指出，經動脈發炎⾎管栓塞術（TAE）的⽌痛技術，主要適⽤於持續超過3個

⽉以上、5分以上的劇烈疼痛，包含五⼗肩、旋轉肌腱撕裂、網球肘、退化性膝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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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底筋膜炎等造成的疼痛。當病⼈嘗試過包含消炎藥物、復健、震波、貼布、局部

注射類固醇、玻尿酸等治療都沒有明顯改善時，就可考慮接受這項⽌痛治療。

應該有不少⼈、特別是⻑者，會有關節肌腱這裡痠、那裡痛，熱敷、拉筋都沒效，因

此痛了許久；就醫照了X光檢查，也吃了消炎⽌痛藥、做了復健、震波、休息，但還是

痛，改善的效果不明顯。這可能就是⼀種慢性的發炎與疼痛，雖然不會有⽣命上的危

害，但是在⽣活上卻是相當擾⼈的問題。

王博醫師說，這種⻑期疼痛⼀直都不是很容易治療，關鍵在於這類關節炎、肌腱炎的

疼痛可能與⾎管不正常增⽣相關。⽇本奧野（Yuji Okuno）醫師針對慢性⻑期發炎部

位，創⽴增⽣發炎⾎管栓塞技術，來達到⽌痛的效果。⽬前除⽇本外，韓國及美國也

已有多位醫師在執⾏且發表相關研究，在台灣則尚屬萌芽階段，成⼤醫院引⼊這項技

術並已有多個治療實例，獲得不錯的⽌痛效果。

「經動脈發炎⾎管栓塞術」是在X光透視、動脈⾎管攝影下，⽤微導管勾選這些新增⽣

的發炎⾎管並給予栓塞藥物治療，以降低疼痛神經的刺激及減緩局部的發炎反應。

王博醫師表⽰，國外研究顯⽰，發炎⾎管栓塞術沒有肌⾁⾻骼缺⾎壞死、肢體無⼒、

感覺⿇痺等嚴重的副作⽤，較常⾒的只有治療部位的暫時性紅斑及⿏蹊部穿刺處的⽪

下瘀⻘，但多在1個⽉內會改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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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醫師指出，發炎⾎管栓塞術的治療，需經⾻科、疼痛科及影像醫學科醫師等專業

醫師的評估才可執⾏，主要的效果為⽌痛，但無法反轉已經退化的關節與肌腱的撕裂

傷；因此，如關節退化過於嚴重，仍需以開⼑為主。他也提醒，平常應要注意關節肌

腱的保養與適當休息，愛護⾃⼰的關節與肌腱，會更勝於過度耗損後的處理及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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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炎血管栓塞治療 嬤揮別10餘年手痛
2020-08-01

6旬王姓阿嬤左手痛了十幾年被治好，不再吃止痛藥，特地向王博醫師道謝。（記者葉進耀攝）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63歲的王姓阿嬤左手痛了10餘年，開過2次刀都沒好，吃止痛劑吃到胃潰瘍；右腳膝蓋退化性關節炎足足打了4年

類固醇未見改善，甚至骨科一度建議換膝關節。最後轉來成大醫院作「經動脈發炎血管栓塞術」治療，1年多來明顯

改善疼痛，不再吃止痛劑。

 成大影像醫學部醫師王博表示，經動脈發炎血管栓塞術（TAE）是在X光透視、動脈血管攝影下，用微導管勾選新

增生的發炎血管並給予栓塞藥物治療，以降低疼痛神經的刺激及減緩局部的發炎反應。主要適用於持續超過3個月以

上、疼痛指數5分以上（最高10分）的劇烈疼痛，包含五十肩、旋轉肌腱撕裂、網球肘、退化性膝關節炎及足底筋膜

炎等造成的疼痛，這些都可能與增生的發炎血管有關。當病人試過包括消炎藥物、復健、震波、貼布、局部注射類

固醇、玻尿酸等治療皆未明顯改善時，就可考慮這項止痛治療。

 除了這位手痛10餘年的王姓阿嬤案例，另外還有一位76歲的阿嬤左側膝蓋疼痛超過2年，也是長期使用止痛藥、

貼布，打過關節內注射，也做過復健等治療，但是疼痛依然持續，且疼痛指數已達高等級的9分，走路沒多久就會

痛，不吃藥就痛到無法入睡。在各式治療無效後，到成大醫院骨科就醫，經診斷為膝蓋退化性關節炎，再轉診到影

像醫學部介入門診做進一步治療。經影像評估，發現病人有關節狹窄、骨刺增生等問題，在動脈血管攝影下找出了

增生的發炎血管，並作TAE治療。栓塞後，病人的疼痛感只剩一半，疼痛指數最後降到剩2分，走路疼痛感大幅減

輕。

 王博指出，國外研究顯示，TAE無肌肉骨骼缺血壞死、肢體無力、感覺麻痺等嚴重的副作用，較常見的只有治療

部位暫時性紅斑及鼠蹊部穿刺處的皮下瘀青，但多在1個月內會改善消失。TAE治療需經骨科、疼痛科及影像醫學科

等專業醫師評估才可執行，主要效果為止痛，但無法反轉已經退化的關節與肌腱撕裂傷；如關節退化過於嚴重，仍

需以開刀為主。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3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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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頸痛治不好 TAE止痛效果佳

2020-08-01 05:30

▲醫師透過X光透視，在動脈血管攝影幫助下，找出患部增生的發炎血管進行治

療。（記者王捷翻攝）

記者王捷／台南報導

肩頸痠痛超過3個月，貼藥布、止痛藥、注射、熱敷都沒用嗎？很可能是血管增生導致發

炎。成大醫院引進日本「經動脈發炎血管栓塞止痛術」（簡稱TAE），透過X光顯影找出

疼痛處的增生、發炎血管，運用導管栓塞藥物，可有效降低疼痛指數。

成大影像醫學部醫師王博說，五十肩、退化性關節炎、網球肘等疾病可能與血管不正常增

生相關，因此日本奧野（Yuji Okuno）醫師針對這些長期慢性發炎部位，研發了TAE技

術。

經動脈發炎血管栓塞止痛術

患者在服用顯影劑後，醫師會透過X光透視，在動脈血管攝影輔助下，找出患部增生的發

炎血管，將直徑1mm或0.8mm的導管插進血管，給予栓塞藥物治療，達到降低疼痛神經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0/08/01/23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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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刺激及減緩局部的發炎反應。

王博說，治療原理是因為增生血管旁會有分泌疼痛物質的神經，因此才會導致關節疼痛，

所以只要把這些增生的血管做栓塞，就能達到止痛的效果，目前成醫有2個案例，分別是

退化性膝關節炎及右肩疼痛，疼痛指數滿分是10分，兩人的疼痛指數都高達7分以上，甚

至無法舉起手來，但經過治療，疼痛指數降到2.5分。

但是這項技術不適合癌症、局部感染、血管鈣化、中重度腎臟病或是對顯影劑過敏的患

者，而TAE技術也有副作用，像是治療部位的暫時性紅斑，還有導管從鼠蹊部穿刺處的皮

下瘀青，但多在1個月內會改善消失。

癌症、血管鈣化患者不適用

成大醫院表示，TAE技術有健保給付，但該院目前必須經過骨科轉介，才會進行治療。

▲TAE是針對增生血管投藥、栓塞，徹底從根源止痛。

�（記者王捷翻攝）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0/08/01/23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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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蔡清欽／台南報導】 2020/08/03

內視鏡搭配導航手術 切除鼻腫瘤

▲許恆睿醫師提醒民眾，鼻部症狀長年未癒者，應盡早就醫。 （記者蔡清欽攝）

54歲林姓婦⼥近半年右⽿不時有悶塞感，初期服⽤藥物治療後有改善，但後來悶塞感依然
存在，到成⼤醫院內視鏡檢查發現其⿐咽右側有1腫塊，同時同側頸部也有硬塊，切⽚檢查
結果確診為⿐咽癌，接著接受放射治療合併化學治療，治療後腫瘤消失，⽬前⾨診追蹤中。

另1名49歲張姓男⼦近來深受⿐出⾎所苦，右側⿐孔變得越來越難呼吸，經⿐竇內視鏡檢
查，於右⿐中⿐道發現1個容易出⾎的腫塊，切⽚後證實為⿐竇?狀細胞癌。張先⽣接受內
視鏡腫瘤切除⼿術後，⽬前也在⾨診追蹤中。

成⼤醫院⽿⿐喉部許恆睿醫師指出，⿐部腫瘤的治療，以同步化學及放射治療為主，但部分
對放射治療反應不佳的腫瘤或治療後復發的⿐咽癌等，則須以⼿術切除為⾸要選擇；⽽過去
以臉部切開⽅式進⾏⿐部腫瘤⼿術會切開臉部⾻骼，在臉上留下較⼤的疤痕，且後續併發症
明顯，且⿐竇及⿐咽位處頭顱中間，導致患者的意願不⾼。

現在的⿐腫瘤⼿術可以選擇有內視鏡⼿術，以4毫⽶粗的內視鏡及特製器械伸⼊兩側⿐孔進
⾏，不會留下臉部疤痕，提升患者⽣活品質。成醫引進數位導航系統，將術前影像當作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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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電腦中，配合主機感應並在地圖上呈現特製⼿術器械的位置，⼿術醫師可以即時知道
需要切除的位置，在避免併發症的前提下盡量切除腫瘤，以幫助提升⼿術安全性。

他強調，⿐咽癌初期症狀不明顯，腫瘤須⻑到阻塞⽿咽管或開始出⾎才容易被患者察覺，更
有患者就診時腫瘤已經轉移⾄頸部淋巴結，提醒⿐部症狀⻑年未癒者，應盡早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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