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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工學院跨領域研究團隊研發新型儲熱系統 成功應用於
地熱溫泉水溫調節

孫宜秋／南市

2019/12/10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大航太系陳維新特聘教授多年來致力於能源領域的

研究，在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補助之下，陳維新教授組織並整合一跨領域

研究團隊，包括機械系吳明勳教授、材料系林士剛教授、航太系闕志哲教授以及金

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的研究人員，結合不同領域之專長，發展出高效率熱交換器且

具備儲存熱能之新型儲熱系統。

 為了強化產、學、研之合作推動，目前所開發的新型儲熱系統已與國內溫泉業者

配合，成功應用於地熱溫泉的水溫調節。陳維新教授表示，學術研究產業化其實是

社會責任，讓外界知道學者們並不是在學術的象牙塔裡，而是尋求工程研究與社會

接軌的定位，了解產業的不足及需求，並解決及改善問題，以發揮科研人之價值。

 陳 維 新 教 授 連 續 四 年 入 選 Clarivate Analytics 高 被 引 學 者 （ Highly Cited

Researchers），為臺灣能源與工程領域研究學者第一人。今年陳維新教授團隊，

研發出新型儲熱系統。此系統結合現今最新概念之印刷式層版熱交換器與相變化材

料，以特殊技術於真空高溫環境下加壓，大幅縮減系統設備面積 ，建構出同時具

高耐溫、耐壓特性的高熱交換效率之熱交換器。

 目前國內溫泉業者主要擷取溫泉井口高溫的溫泉水導入飯店溫泉儲槽進行儲存運

用，在傳統使用上，通常需要經過長時間自然冷卻或混入常溫水，才能調整成適用

水溫，調節過程容易浪費大量熱能。但若應用此新型儲熱系統則可以透過快速調節

水溫，減少熱能浪費，在調節水溫過程還能儲存熱量，加強整體系統的節能效益。

 團隊未來研究發展方向著重在將此儲能系統規格放大或提高儲熱溫度，並依據

「削峰填谷」的概念，進一步協助業者進行電力調節。在低用電時段將熱儲存，待

高用電或斷電時段，再透過熱交換方式將儲存的熱量轉換成電力，以達到在高峰用

電量時段，進行電力調解與節能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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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航太系陳維新特聘教授在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補助之下，結合了包括機械
系吳明勳教授、材料系林士剛教授、航太系闕志哲教授等不同領域之專長，發展出高效
率熱交換器且具備儲存熱能之新型儲熱系統。目前所開發的新型儲熱系統已與國內溫泉
業者配合，成功應用於地熱溫泉的水溫調節。
 
陳維新教授表示，學術研究產業化其實是社會責任，要了解產業的不足及需求，並解決
及改善問題。

新型儲熱系統之應用概念.



2019/12/10 「運動i臺灣」促銀髮族樂活 高年級實習生超有活力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003746 1/3

「運動i臺灣」促銀髮族樂活 高年級實習生超有活
力

2019-12-09 22:11:51

活到老就要學到老，一群充滿活力的「高年級實習生」帶領長者運動，有效把運
動概念傳遞出去。（圖／體育署提供）

〔記者張忠義／高雄報導〕台灣逐漸走向高齡化社會，但人生七十才開始，

活到老就要學到老，一群充滿活力的「高年級實習生」，平時聚在一起運

動，更會化身老師的角色到台南偏鄉地區帶領同為長者的伙伴運動，透過同

年齡的鼓舞及號召，增進銀髮族運動的意願，也能有效把運動概念傳遞出

去。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i臺灣」銀髮族運動樂活計畫，由台南市體育處與成大運

動志工攜手合作，照顧銀髮族群擁有平台及空間盡興的運動，何謂「高年級

實習生」？計畫承辦同為成功大學體育健康休閒研究所林麗娟教授說到，高

年級實習生來自於好萊鎢的電影，主要是要推高齡者再出發這個概念，高齡

不是就不做任何事情，他是一個值得被期待的人生階段。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19/12/09/3003746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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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活力的高年級實習生，化身老師的角色，帶領同為長者的伙伴運動，透過同
年齡的鼓舞及號召，增進銀髮族運動的意願。

（圖／體育署提供）

台灣逐漸走向高齡化社會，有感於身體機能隨著年紀越大降落，成大運動志

工會定期聚會運動，在健身房熟練操作機器，也會互相指導對方，一同享受

運動歡樂時光，讓身心愉悅充滿活力。成大運動志工石武吉表示，現在社會

不斷再進步，如果不參與就退步，所以要在可以接觸群眾的時候走出來，與

社會保持連結。

同為計畫承辦的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周學雯老師提到，運動永遠

不嫌晚，長者只要願意走出來，找到適合的團體，他們的健康能夠藉由加入

團體，會更加的改善，讓這些老人家都成為社會，永遠青春有活力的一群。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19/12/09/3003746_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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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運動i臺灣」銀髮族運動樂活計畫，使社區健康營造活動，讓我
們這些老人家都成為社會，永遠青春有活力的一群。

（圖／體育署提供）

「高年級實習生」的精神持續在台南蔓延，為地方注入活力，讓資源相對較

少的偏鄉地區也能同等享有運動知識，同時也養成平時運動習慣，期許未來

持續向外拓展，讓臺南偏鄉更多的民眾一同走出來運動。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19/12/09/3003746_3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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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活力「高年級實習生」 揪銀髮族動起來。（柯宗緯攝）

台南活力「高年級實習生」 揪銀髮族動起來
中時 柯宗緯22:26 2019/12/09

台南活力「高年級實習生」 揪銀髮族動起來。（柯宗緯攝）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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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活力「高年級實習生」 揪銀髮族動起來。（柯宗緯攝）

人生七十才開始，活到老就要學到老，在臺南有一群充滿活力的「高年級實習生」，平

時聚在一起運動，更會化身老師的角色到臺南偏鄉地區帶領同為長者的伙伴運動，透過

同年齡的鼓舞及號召，增進銀髮族運動的意願，也能有效把運動概念傳遞出去。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i臺灣」銀髮族運動樂活計畫，由臺南市體育處與成大運動志工攜手

合作，照顧銀髮族群擁有平台及空間盡興的運動，何謂「高年級實習生」？計畫承辦同

為成功大學體育健康休閒研究所林麗娟教授說到，高年級實習生來自於好萊鎢的電影，

主要是要推高齡者再出發這個概念，高齡不是就不做任何事情，他是一個值得被期待的

人生階段。

台灣逐漸走向高齡化社會，有感於身體機能隨著年紀越大降落，成大運動志工會定期聚

會運動，在健身房熟練操作機器，也會互相指導對方，一同享受運動歡樂時光，讓身心

愉悅充滿活力。

成大運動志工石武吉表示，現在社會不斷再進步，你如果不參與就退步，所以我們要在

可以接觸群眾的時候走出來，與社會保持連結。

同為計畫承辦的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周學雯老師提到，運動永遠不嫌晚，長

者只要願意走出來，找到適合的團體，他們的健康能夠藉由加入團體，會更加的改善，

讓我們這些老人家都成為社會，永遠青春有活力的一群。

「高年級實習生」的精神持續在臺南蔓延，為地方注入活力，讓資源相對較少的偏鄉地

區也能同等享有運動知識，同時也養成平時運動習慣，期許未來持續向外拓展，讓臺南

偏鄉更多的民眾一同走出來運動。

(中時 )

#運動 #高年級 #實習生 #活力 #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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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老樹說話　成大校樹QR code掛牌

 2019.12.09　　 目擊新聞

成功大學校園裡樹木高聳、蒼綠蓊鬱，不少民眾會進到成大校園吸收芬多精，榕園

裡的老樹也吸引遊客拍照打卡。在身心靈接觸外，現在還可以與老樹來場穿越時空的

對話！成大總務處精心為校園老樹設置QR code掛牌，透過手機APP掃描，可以連線到

「成大樹」網頁，瀏覽大樹相關資訊，如果發現樹木有任何狀況，也能利用QR code系
統即時回報，以利校方即時採取預防措施，讓老樹永保長青。

成大總務處事務組組長劉芸愷說，許多民眾對校內植物感興趣，常接獲建議設置老

樹簡介牌等意見。考量現今人手一機，精心規劃QR code掛牌，手機掃一掃，資訊一目

了然，還有其他互動功能，比單純的簡介牌更理想。成大的「成大樹」網頁已經建置

兩、三千株樹木資料，全校近400株掛QR code牌的樹木資料會連結到「成大樹」網

頁，樹木的中英文名稱、生長類型、保留層級、有無鳥巢等，再清楚不過。

(/Upload/News_63711504319129212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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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網討論區

成大AI生醫長照研發團隊合作交流會

2019年台灣醫療科技展是國內唯一同時整合醫療、科技、生技
之產業與機構，跨領域完整展出，俯瞰亞太健康產業先機之大
型盛會，5日起至8日於台北南港展覽館開展，現場超過500家參
展商、橫跨17國、1850個展位。「成功大學／成大醫院」攤位
也在台灣醫療科技展活動中展出，成大資訊系特聘教授兼成大
醫院資訊長蔣榮先教授，帶領團隊開發之「i健康管家」居家陪
伴照護機器人甫一亮相便受到各方關注，特別吸引7國新南向國
家媒體前來攤位上參訪。

「i健康管家」居家陪伴照護機器人提供銀髮族和糖尿病患者的
陪伴與照護需求，獲得業界關注，大樹醫藥、康健雜誌與研發
的成大AI生醫長照研發團隊洽談攜手合作，讓智慧科技應用落
實在高齡長照領域，以因應高齡化社會變遷。

i健康管家系統功能主要有：健康紀錄與提醒與量身打造的推
薦，以及結合雲端平台串接藥師與醫師，輔助專業人士提供更

文字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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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關切或輔助診斷。透過輔助健康管理、加強健康知能與
提升生活品質，提供完善的服務。

大樹醫藥總經理鄭明龍參訪成功大學／成大醫院展位，聽取i健
康管家介紹展示後，與成大AI生醫長照研發團隊主持人、成大
醫院資訊長蔣榮先教授洽談雙方合作之策略，主要分兩階段進
行，第一階段：將i健康管家導入大樹藥局實際與長者進行互
動，並且輔助藥局端判斷長者健康現況，以完善個人化關懷服
務；第二階段：透過健康資料分析以及歷史會員購物紀錄，導
入智慧型推薦模型，提供推薦清單的推薦原因給會員，輔助會
員做正確的決策。讓彼此的優勢發揮最大價值，造福更多消費
者。

蔣榮先教授表示，i健康管家不僅可以輔助長輩在家時的健康監
測、提供生活娛樂相關智慧型推薦，而社區藥局可以是融入社
區的最重要推手，串聯藥局／診所端一起照護／關懷長輩的健
康大小事，也一同解決長輩在健康方面的需求缺口。透過數據
分析與應用發展預防保健照護，減少國家醫療費用相關等支出
更是彼此的目標。

成大AI生醫長照研發團隊，主要為持續研發人工智慧、數據分
析與探勘等相關技術，提供更個人化的推薦服務，及未來將提
供長者異常訊息警示，讓社區藥師和家屬們可以儘早發現並加
強關懷。

大樹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台灣具有相當規模的連鎖社區藥
局，2018年第三季藥局店數已達到132家，已居全國第一，202
0年目標是200家門市，據點將涵蓋全台灣。目前也正朝向智慧
藥局服務提供，更具備持續創新的精神。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info.aspx?sno=101603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info.aspx?sno=101603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info.aspx?sno=1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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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學系×化工系學生跨領域合作 勇奪
BIOMOD銀牌

大成報／于郁金 2019.12.10 11:15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連凱斐/綜合報導】成大學生團隊在成大化工系張鑑祥教授、陳宇

楓博士帶領之下，今年10月底參加於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舉辦之生物分子設計競

賽(Biomolecular Design Competition,BIOMOD)奪得銀牌獎，2019年共有來自日

本、美國、英國、澳大利亞、中國等共19個隊伍參賽。指導教授張鑑祥表示，在與各

國參賽團隊交流的過程中，可觀摩到由不同的角度思考生物分子的設計與應用，對同學

們定能有所啟發。 

繼2017年之後，今年為成大學生團隊第2次參賽，由4位醫學系學生李姿瑩、蔡典均、

吳承儒、林韋辰及3位化工系學生楊寶鳳、林妤臻、鄭家昕組成，以「NCKU-ONA」

為團名出戰，「以DNA作為一種雙極性的藥物載體」為主題進行研究，實驗探討將DN

A做為藥物載體（裝載運輸藥物的物質），利用DNA的專一性，將抗癌藥物大量釋放到

癌細胞，達到殺死癌細胞的同時，減緩對一般細胞的傷害。 

以往經常作為藥物載體「脂質體」缺乏專一性，無法集中藥物對抗特定目標，這次團隊

使用的DNA就能改善此問題。NCKU-ONA隊長林韋辰指出，團隊利用有機化學的特

性，將原本直條的DNA環繞成圓形，數個圓形再結合成為立體球狀，把藥物包覆在

內，實驗成果包覆藥物的效率高達80至90%，比預期效果還要成功，而實驗結果形成

的球狀DNA，就象徵著團名意義「O」NA。 

成大醫學系與化工系首次在BIOMOD比賽中跨領域合作，從題目發想、執行實驗、架

設網頁、動畫設計到成果發表，都由團隊成員分工完成。團員李姿瑩說：「這次經驗讓

我了解到跨領域合作並不是每個人在各自領域做好就好，而是需要去理解其他背景的人

https://n.yam.com/
https://n.yam.com/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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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麼思考、執行，合併起來每個齒輪才能成為團隊前進的動力。」 

團員蔡典均則表示，她發現不同教育制度會影響一個學生在研究、實驗上的思考，像臺

灣學生著重在概念是否能被具體應用，但有些歐美國家則會大膽去設想、創造。透過BI

OMOD比賽，能與眾多不同思維的人一同競逐，著實開拓視野、成長許多。 

BIOMOD競賽始於2011年，由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機構針對大學生發起的一年一度國際

分子生物學設計競賽；競賽宗旨是活用分子生物學，設計出兼具創新性與實用性的應

用，大多數隊伍運用DNA摺紙技術設計奈米級生物分子，成大學生團隊建立在此基礎

上，並活用技術將之與抗癌藥物結合，順利奪得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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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學校頒發百萬獎學金 為電

力產業培植新戰力人才
2019-12-09

電網學校頒發百萬獎學金，共26名學子獲得，為電力產業培植新戰力人

才 。 （工研院提供）

記者彭新茹／新竹報導

 為了培育更多電力電網人才，幫助綠能產業蓬勃成長，工研院號召產

學研組成「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提供逾百萬元獎學金，近日電

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公布第一屆第二次獎學金得獎名單，最高獎金為

三萬元，共廿六人獲獎。

 工研院表示，這次得獎者包括來自印尼的成功大學學生穆瑞第、台科

大碩士韋宏達、中山大學學生林映汝等廿六人，其中，獲獎的韋宏達，

為了追逐夢想，毅然辭掉穩定工作投入電力產業，為台灣永續新未來盡

份心力。

 工研院電網管理與現代化策略辦公室副主任劉志文表示，電力系統是

國內各產業拚經濟的基礎，但台灣面臨電力與電網人才缺乏和斷層的難

題，為因應近年再生能源蓬勃發展、智慧電網建設與電力產業供應鏈需

求，培養人才已是產業發展刻不容緩的議題。

 獲得特別獎的穆瑞第受姐姐也曾在台灣留學的好印象影響，因此來台

留學，目前在成大電機攻讀碩士，從小就熱愛數學，高中更參加過奧林

匹克數學競賽，對數學情有獨鍾，擅長數學讓他在電機學科方面得心應

手。未來，穆瑞第希望能進入台灣知名企業工作，為電力產業貢獻所

學。

 拿下電網學校就業實務菁英班成績優異獎的台科大電機系碩士韋宏

達，過去在業界擔任研發工程師十二年，因為近年政府推動綠色能源，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7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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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職場升遷和就業市場前景，中年時毅然決然辭職，全力鑽研相關知

識，希望未來能轉行從事電機技師或配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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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學校頒發百萬獎學金 培植電力新戰力人才

為培育更多電⼒電網⼈才，幫助綠能產業蓬勃成⻑，⼯研院號召產學研組成
「電網學校暨⼈才發展聯盟」，提供逾百萬元獎學⾦，近⽇電網學校暨⼈才
發展聯盟公布第⼀屆第⼆次獎學⾦得獎名單，最⾼獎⾦為3萬元，得獎者包括
來⾃印尼的成功⼤學學⽣穆瑞第（Muhammad Rizaldy）、台科⼤碩⼠⾱宏
達、中⼭⼤學學⽣林映汝等26⼈，其中，獲獎的⾱宏達，就為了追逐夢想，
毅然辭掉穩定⼯作投⼊電⼒產業，為台灣永續新未來盡份⼼⼒。

⼯研院電網管理與現代化策略辦公室副主任劉志⽂表⽰，電⼒系統是國內各
產業拚經濟的基礎，但台灣⾯臨電⼒與電網⼈才缺乏和斷層的難題，為因應
近年再⽣能源蓬勃發展、智慧電網建設與電⼒產業供應鏈需求，培養⼈才已
是產業發展刻不容緩的議題。

有鑑於此，今年2⽉⼯研院攜⼿產學研界，共同成⽴「電網學校暨⼈才發展聯
盟」，提供百萬獎學⾦，結合國內外頂尖名師，包括中⼭⼤學、德州⼤學與
台電專業⼈員等開課，以及媒合業界實習資源和職缺等，希望吸引更多年輕
學⼦和社會⼈⼠投⼊電⼒領域，⼀同為綠⾊家園效⼒，替台灣電⼒產業培育
跨領域、具實務經驗的即戰⼒優秀⼈才，以接軌國外能源發展趨勢，⿑⼼促
進我國能源轉型。

⼤同公司總處⻑，同時也是電網學校暨⼈才發展聯盟獎學⾦委員會主委的林
常平表⽰，電網學校暨⼈才發展聯盟公布第⼀屆第⼆次獎學⾦分為優秀專題
提案獎、傑出專題成果獎、優秀學⽣獎、電網學校就業實務菁英班成績優異
獎、電網學校就業實務菁英班特別獎等五項，共26⼈獲獎。另外增設「特別
獎」，由聯盟成員健格科技額外贊助1.5萬元獎學⾦，特別⿎勵從印尼來台學
習電⼒知識的學⽣穆瑞第(MuhammadRizald)，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外籍⽣
來台修習電⼒相關領域學位，增進國際交流。

獲得特別獎的穆瑞第，受姐姐也曾在台灣留學的好印象影響，因此來台留
學，他⽬前在成⼤電機攻讀碩⼠，這次能獲得獎學⾦相當開⼼。穆瑞第會對

2019-12-09 16:50 經濟日報 記者李珣瑛／即時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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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有興趣，是因為從⼩就熱愛數學，⾼中更參加過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對
數學情有獨鍾，擅⻑數學讓他在電機學科⽅⾯得⼼應⼿。未來，穆瑞第希望
能進⼊台灣知名企業⼯作，為電⼒產業貢獻所學。

穆瑞第談到獎學⾦的⽤途，除了⽤來⽀應在台灣的⽣活費之外，也希望能運
⽤此筆獎學⾦多參加電⼒相關的國際研討會發表論⽂，讓⾃⼰在學術領域更
上⼀層樓。

拿下電網學校就業實務菁英班成績優異獎的台科⼤電機系碩⼠⾱宏達，過去
在業界擔任研發⼯程師12年，因為近年政府推動綠⾊能源，他考量職場升遷
和就業市場前景，先前就⼀邊⼯作、⼀邊在⼯研院電網學校上課，⽽對電⼒
系統⾮常有興趣的他，今年6⽉更待存款⾜夠和取得家⼈⽀持後，在中年時毅
然決然辭職，捨棄⻑期且穩定的薪⽔，攻讀台科⼤電機碩⼠，全⼒鑽研相關
知識，希望未來能轉⾏從事電機技師或配電⼯作。這次獲獎，對年屆四⼗的
他⽽⾔，是⾮常⼤的勉勵，他會好好利⽤3萬元獎學⾦來持續進修電⼒學識，
努⼒朝事業第⼆春的夢想前進。

獲得傑出專題成果獎的中⼭⼤學電機系學⽣林映汝說，此次得獎的專題，利
⽤台電的電⼒資料數據以AI運算做電⼒負載預測，來進⾏電⼒機組排程，達
到電⼒系統供需平衡並能效運⾏的⽬的。她優秀的成績和表現，除了獲得獎
學⾦也已經推甄上了成⼤電機所電⼒組，可謂雙喜臨⾨。林映汝希望研究所
畢業後，能貢獻所學，已將進⼊台電⼯作設為她的就業⽬標。

「電網學校暨⼈才發展聯盟」匯集百萬獎學⾦，今年6⽉舉⾏第⼀次獎學⾦頒
發典禮，共有17名來⾃交⼤、成⼤、中正⼤學的優秀得獎者；第⼆次獎學⾦
頒發典禮則於12⽉舉辦，共有26名未來電⼒潛⼒新秀獲獎。聯盟明年也將持
續透過獎學⾦頒發、專業課程培育優秀電⼒電網⼈才，⿎勵年輕學⼦積極向
學，讓台灣電⼒產業發展能欣欣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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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特別獎的Muhammad Rizaldy來⾃印尼，⽬前就讀成功⼤學，他希望在台灣學習電⼒技術與知識，

為電⼒產業貢獻所學。 ⼯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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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的中⼭⼤學學⽣林映汝（圖右）與成功⼤學學⽣廖婕茹（圖左），是電⼒領域少數的⼥性代表，她們

希望未來畢業後，能在電⼒產業⼀展⻑才。 ⼯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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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學校暨⼈才發展聯盟第⼆次獎學⾦頒發典禮，由聯盟廠商頒獎給學員，圖第⼆排左三起為⼯研院電網

策略室副主任劉志⽂、EnBW安能亞太公司海⿍計畫暨公共事務經理蔡昇宏、⼯研院電網策略室副主任周

怡君、安華機電總經理趙煥光、亞⼒電機集團總裁楊振通、台灣電⼒與能源⼯程協會理事⻑盧展南、⼤同

公司總處⻑林常平、台汽電總經理余廣勛、祥正電機副總⼯程師周賢勳、海⿓離岸⾵電團隊策略⻑蔡倩

傑、海⿓離岸⾵電團隊資深公關經理許雅筑；圖最後排左三起為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經理陳思帆、台綜

院所⻑吳爵丞、達德能源總監張嘉⽂、⿆格理集團副總裁JensOrfelt、和平電廠處⻑劉⻑興、亞⼒電機特

助陳⽔⾦、⼤同公司處⻑蔡知達、台汽電經理⿈義協、東元電機專案經理林員正。 ⼯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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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學校暨⼈才發展聯盟第⼆次獎學⾦得獎者，來⾃台⼤、清⼤、成⼤等電⼒科技優秀學⽣，也有來⾃業

界的優秀⼈才，圖前排左起為趙英瑜、沈加峻、潘品⾠、林映汝、周鴻智、翁連峯、傅耀緯、楊承諭、林

沅樺；後排左起為簡廷軒、葉宗震、廖婕茹、林宗緯、莊銘倫、MuhammadRizaldy、⾱宏達、林宗翰、

蘇昱丞、謝承哲。 ⼯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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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電網學校就業實務菁英班成績優異獎的⾱宏達，捨棄⻑期且穩定的薪⽔，攻讀台科⼤電機碩⼠，全⼒

鑽研電⼒相關知識。 ⼯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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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學校提供百萬獎學金為台灣培植綠能人才

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第二次獎學金得獎者，來自台大、清大、成大等電力科技優秀學
生，也有來自業界的優秀人才，圖前排左起為趙英瑜、沈加峻、潘品辰、林映汝、周鴻智、
翁連峯、傅耀緯、楊承諭、林沅樺；後排左起為簡廷軒、葉宗震、廖婕茹、林宗緯、莊銘

倫、Muhammad Rizaldy、韋宏達、林宗翰、蘇昱丞、謝承哲。（工研院提供）

更新: 2019-12-09 5:02 PM    標籤: 再生能源, 工研院

【大紀元2019年12月09日訊】（大紀元記者林倩玉台灣新竹綜合報導）因應全球暖化，

各國紛紛發展再生能源，國際大企業也都積極促進供應鏈使用綠電。為幫助台灣綠能產業

蓬勃成長，工研院號召產學研組成「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提供逾百萬元獎學金，

以培育更多電力電網人才。聯盟近日公布第一屆第二次獎學金26人得獎名單，其中獲獎的

台科大碩士韋宏達，為追求夢想毅然辭掉穩定工作投入電力產業，為台灣永續新未來盡

力。

工研院電網管理與現代化策略辦公室副主任劉志文表示，電力系統是國內各產業拚經濟的

基礎，但台灣面臨電力與電網人才缺乏和斷層的難題，為因應近年再生能源蓬勃發展、智

慧電網建設與電力產業供應鏈需求，今年2月工研院攜手產學研界，共同成立「電網學校暨

人才發展聯盟」，提供百萬獎學金，結合國內外頂尖名師，以及媒合業界實習資源和職缺

等，希望吸引更多年輕學子和社會人士投入電力領域，一同為綠色家園效力，以接軌國外

能源發展趨勢，齊心促進我國能源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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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第二次獎學金頒發典禮，聯盟廠商與獲獎學員合影。（工研院提供）

大同公司總處長，同時也是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獎學金委員會主委的林常平表示，電

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公布第一屆第二次獎學金分為優秀專題提案獎等五項，共26人獲

獎。另增設「特別獎」，由聯盟成員健格科技額外贊助1.5萬元獎學金，特別鼓勵從印尼來

台學習電力知識的學生穆瑞第(Muhammad Rizald)，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外籍生來台修

習電力相關領域學位，增進國際交流。

獲得特別獎的穆瑞第(Muhammad Rizaldy)，目前在成大電機攻讀碩士，這次能獲得獎

學金相當開心。穆瑞第會對電力有興趣，是因為從小就熱愛數學，高中更參加過奧林匹克

數學競賽，對數學情有獨鍾，擅長數學讓他在電機學科方面得心應手。未來，穆瑞第希望

能進入台灣知名企業工作，為電力產業貢獻所學。

獲得特別獎的Muhammad Rizaldy來自印尼，目前就讀成功大學，他希望在台灣學習電力技術與知

識，為電力產業貢獻所學。（工研院提供）

拿下電網學校就業實務菁英班成績優異獎的台科大電機系碩士韋宏達，過去在業界擔任研

發工程師12年，因為近年政府推動綠色能源，他考量職場升遷和就業市場前景，先前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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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工作、一邊在工研院電網學校上課，而對電力系統非常有興趣，年屆四十的他毅然決然

辭職，捨棄穩定的薪水，攻讀台科大電機碩士，全力鑽研相關知識，希望未來能轉行從事

電機技師或配電工作。

獲得電網學校就業實務菁英班成績優異獎的韋宏達，捨棄長期且穩定的薪水，攻讀台科大電機碩士，全

力鑽研電力相關知識。（工研院提供）

獲得傑出專題成果獎的中山大學電機系學生林映汝說，此次得獎的專題，利用台電的電力

資料數據以AI運算做電力負載預測，來進行電力機組排程，達到電力系統供需平衡並能效

運行的目的。她優秀的成績和表現，除了獲得獎學金也已經推甄上了成大電機所電力組，

可謂雙喜臨門。林映汝希望研究所畢業後，能貢獻所學，已將進入台電工作設為她的就業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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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的中山大學學生林映汝（圖右）與成功大學學生廖婕茹（圖左），是電力領域少數的女性代表，她

們希望未來畢業後，能在電力產業一展長才。（工研院提供）

電網獎學金相關訊息可上網址https://college.itri.org.tw/powerschool查詢。

責任編輯：英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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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餘0篇

全球暖化現象日趨嚴重，各國專注發展再生能源，國際大企業也促進供應鏈使用

綠電，台灣能源現已進入轉型階段。為了培育更多電力電網人才，幫助綠能產業

蓬勃成長，工研院號召產學研組成「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提供逾百萬元

獎學金，鼓勵投入電網行列。近日電網學校公布成大印尼籍學生穆瑞第、台科大

碩士韋宏達等26人獲獎。其中，韋宏達為了追逐夢想，辭去工作投入電力產業，

準備為台灣電能盡份心力。

 

工研院電網管理與現代化策略辦公室副主任劉志文表示，台灣面臨電力與電網人

才缺乏和斷層的難題，因應近年再生能源蓬勃發展、智慧電網建設與電力產業供

應鏈需求，人才培育已是產業發展刻不容緩的議題。今年2月工研院攜手產學研

界，共同成立「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提供百萬獎學金，由國內外頂尖名

師如中山大學、德州大學與台電專業人員等開課，希望吸引更多學子和社會人士

投入電力領域。

 

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獎學金委員會主委的林常平表示，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

聯盟公布第二次獎學金分為優秀專題提案獎、傑出專題成果獎、優秀學生獎、電

網學校就業實務菁英班成績優異獎、電網學校就業實務菁英班特別獎等五項，共

26人獲獎。另外增設「特別獎」，由聯盟成員健格科技額外贊助1.5萬元獎學金，

鼓勵從印尼來台學習電力知識的學生穆瑞第(Muhammad Rizald)，希望未來能有

更多的外籍生來台修習電力相關領域學位，增進國際交流。

 

穆瑞第是受姐姐影響才申請來台灣留學，他目前在成大電機攻讀碩士，這次能獲

得獎學金相當開心。穆瑞第會對電力有興趣，是因為從小就熱愛數學，高中更參

加過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對數學情有獨鍾，擅長數學讓他在電機學科方面得心應

手。未來，穆瑞第希望能進入台灣知名企業，為台灣電力產業效力。

 

台科大電機系碩士韋宏達則拿下電網學校就業實務菁英班成績優異獎，他曾任研

發工程師12年，因為政府推動綠色能源，他考量就業市場前景，先前就一邊工

祭百萬獎學金 工研院電網學校招人才

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第二次獎學金得獎者，來自台大、清大、成大等電力科技優秀學生，也有

來自業界的優秀人才。工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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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邊在工研院電網學校上課，今年6月辭職捨棄長期且穩定的薪水，攻讀台科

大電機碩士，全力鑽研相關知識，希望未來能轉行從事電機技師或配電工作。這

次獲獎，對年屆40歲的他而言是很大的勉勵，他將好好利用3萬元獎學金來持續進

修電力學識，努力朝事業第二春的夢想前進。

 

「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匯集百萬獎學金，今年六月舉行第一次獎學金頒發

典禮，頒給17個分別來自交大、成大、中正大學的學生；第二次獎學金頒發典禮

則於12月舉辦，共有26名未來電力潛力新秀獲獎。聯盟明年也將透過獎學金頒

發、專業課程培育優秀電力電網人才，鼓勵年輕學子積極向學，讓台灣電力產業

發展能欣欣向榮。電網獎學金詳情：https://college.itri.org.tw/powerschool（突發

中心楊勝裕／新竹報導）

 

獲得特別獎的Muhammad Rizaldy來自印尼，目前就讀成功大學，他希望在台灣學習電力

技術與知識，為電力產業貢獻所學。工研院提供

https://college.itri.org.tw/power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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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電網學校就業實務菁英班成績優異獎的韋宏達，捨棄長期且穩定的薪水，攻讀台科大

電機碩士，全力鑽研電力相關知識。工研院提供

關鍵字 工研院 電網學校 獎學金

https://tw.appledaily.com/search/result?querystrS=%E5%B7%A5%E7%A0%94%E9%99%A2
https://tw.appledaily.com/search/result?querystrS=%E9%9B%BB%E7%B6%B2%E5%AD%B8%E6%A0%A1
https://tw.appledaily.com/search/result?querystrS=%E7%8D%8E%E5%AD%B8%E9%87%91


2019/12/10 工研院電網學校頒百萬獎學金 培育電力電網人才 | 產經 | 中央社 CNA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1912090180.aspx 1/1

首頁 / 產經

工研院電網學校頒百萬獎學金 培育電力電網人
才
最新更新：2019/12/09 16:06

（中央社記者張建中新竹9日電）「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第2次獎學金得獎名

單出爐，共有26人得獎；其中，成功大學學生穆瑞第（Muhammad Rizaldy）自印

尼來台學習電力技術與知識，獲特別獎。

為培育電力電網人才，工業技術研究院今年2月號召產學研界組成「電網學校暨人才

發展聯盟」，結合中山大學、德州大學等國內外師資，與台電專業人員開課，並提供

逾新台幣100萬元獎學金，同時媒合業界實習資源和職缺，吸引年輕學子和社會人士

投入電力領域。

「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今年6月已頒發第1次獎學金，共有17名來自交大、成

大與中正大學的學生得獎；第2次獎學金得獎名單12月出爐，共有26人得獎。

其中，聯盟成員健格科技額外贊助1.5萬元獎學金，特別鼓勵自印尼來台學習電力技

術的穆瑞第，希望能有更多外籍生來台學習電力相關知識，增進國際交流。

穆瑞第表示，得到的獎學金將用來支應在台灣的生活費，同時將運用獎金多參加電力

相關的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讓自己在學術領域更上層樓，未來希望能進入台灣知名

企業工作，為電力產業貢獻所學。（編輯：楊玫寧）1081209

0
讚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i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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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電力電網人才 工研院組電網學校頒百萬獎學金

2019-12-09 13:52 聯合報 記者郭政芬／新⽵即時報導

為了培育更多電⼒電網⼈才，幫助綠能產業蓬勃成⻑，⼯研院號召產學研
組成「電網學校暨⼈才發展聯盟」，提供逾百萬元獎學⾦，近⽇電網學校
暨⼈才發展聯盟公布第⼀屆第⼆次獎學⾦得獎名單，最⾼獎⾦為3萬元，
得獎者包括來⾃印尼的成功⼤學學⽣穆瑞第(Muhammad Rizaldy)、台
科⼤碩⼠⾱宏達、中⼭⼤學學⽣林映汝等26⼈，其中，獲獎的⾱宏達，就
為了追逐夢想，毅然辭掉穩定⼯作投⼊電⼒產業，為台灣永續新未來盡份
⼼⼒。

拿下電網學校就業實務菁英班成績優異獎的台科⼤電機系碩⼠⾱宏達，曾
任研發⼯程師12年，近年政府推動綠⾊能源，他考量職場升遷和就業市場
前景，先前邊⼯作邊在⼯研院電網學校上課，對電⼒系統有興趣的他，今
年6⽉更待存款⾜夠和取得家⼈⽀持後，在中年時捨棄⻑期且穩定的薪
⽔，攻讀台科⼤電機碩⼠，全⼒鑽研相關知識，盼未來能轉⾏從事電機技
師或配電⼯作。

這次獲獎，對年屆40歲的他⽽⾔，是⾮常⼤的勉勵，⾱宏達說，會好好利
⽤3萬元獎學⾦來持續進修電⼒學識，努⼒朝事業第⼆春的夢想前進。

⼯研院電網管理與現代化策略辦公室副主任劉志⽂表⽰，電⼒系統是國內
各產業拚經濟的基礎，但台灣⾯臨電⼒與電網⼈才缺乏和斷層的難題，為
因應近年再⽣能源蓬勃發展、智慧電網建設與電⼒產業供應鏈需求，培養
⼈才已是產業發展刻不容緩的議題。

有鑑於此，今年2⽉⼯研院攜⼿產學研界，共同成⽴「電網學校暨⼈才發
展聯盟」，提供百萬獎學⾦，結合國內外頂尖名師，包括中⼭⼤學、德州
⼤學與台電專業⼈員等開課，以及媒合業界實習資源和職缺等，希望吸引
更多年輕學⼦和社會⼈⼠投⼊電⼒領域。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xMDc=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8D%8E%E5%AD%B8%E9%87%91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7%A7%91%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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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公司總處⻑，同時也是電網學校暨⼈才發展聯盟獎學⾦委員會主委的
林常平表⽰，電網學校暨⼈才發展聯盟公布第⼀屆第⼆次獎學⾦共26⼈獲
獎。另外增設「特別獎」，由聯盟成員健格科技額外贊助1.5萬元獎學
⾦，特別⿎勵從印尼來台學習電⼒知識的學⽣穆瑞第，希望未來能有更多
的外籍⽣來台修習電⼒相關領域學位，增進國際交流。

穆瑞第受姐姐也曾在台灣留學的好印象影響，因此來台留學，他⽬前在成
⼤電機攻讀碩⼠，這次能獲得獎學⾦相當開⼼。穆瑞第說，會對電⼒有興
趣，是因為從⼩就熱愛數學，⾼中更參加過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對數學情
有獨鍾，擅⻑數學讓他在電機學科⽅⾯得⼼應⼿。未來，希望能進⼊台灣
知名企業⼯作，為電⼒產業貢獻所學。

電網學校暨⼈才發展聯盟公布第⼀屆第⼆次獎學⾦共26⼈獲獎，另也增設「特別獎」。圖／⼯研院提

供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B8%E5%AD%B8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9/12/09/realtime/7171246.jpg&x=0&y=0&sw=0&sh=0&exp=3600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9/12/09/realtime/7171247.jpg&x=0&y=0&sw=0&sh=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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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育更多電⼒電網⼈才，幫助綠能產業蓬勃成⻑，⼯研院號召產學研組成「電網學校暨⼈才發展

聯盟」，提供逾百萬元獎學⾦。圖／⼯研院提供

獲得電網學校就業實務菁英班成績優異獎的⾱宏達，捨棄⻑期且穩定的薪⽔，攻讀台科⼤電機碩⼠，

全⼒鑽研電⼒相關知識。圖／⼯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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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特別獎的Muhammad Rizaldy來⾃印尼，⽬前就讀成功⼤學，他希望在台灣學習電⼒技術與知

識，為電⼒產業貢獻所學。圖／⼯研院提供

獎學金﹒台科大﹒數學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9/12/09/realtime/7171249.jpg&x=0&y=0&sw=0&sh=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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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育更多電力電網人才，工研院號召產學研組成「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

提供逾百萬元獎學金，近日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公布第一屆第二次獎學金得獎

名單，最高獎金3萬元。

　這回得獎者包括來自印尼的成功大學學生穆瑞第(Muhammad Rizaldy)、台科大

碩士韋宏達、中山大學學生林映汝等26人。其中，獲獎的韋宏達，就為了追逐夢

想，毅然辭掉穩定工作投入電力產業，為台灣永續新未來盡份心力。

　工研院電網管理與現代化策略辦公室副主任劉志文表示，電力系統是國內各產業

拚經濟的基礎，但台灣面臨電力與電網人才缺乏和斷層的難題，為因應近年再生能

源蓬勃發展、智慧電網建設與電力產業供應鏈需求，培養人才已是產業發展刻不容

緩的議題。

　有鑑於此，今年2月工研院攜手產學研界，共同成立「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

盟」，提供百萬獎學金，結合國內外頂尖名師，包括中山大學、德州大學與台電專

業人員等開課，以及媒合業界實習資源和職缺等，希望吸引更多年輕學子和社會人

士投入電力領域。

　拿下電網學校就業實務菁英班成績優異獎的台科大電機系碩士韋宏達，過去在業

界擔任研發工程師12年，因為近年政府推動綠色能源，他考量職場升遷和就業市場

前景，先前就一邊工作、一邊在工研院電網學校上課，而對電力系統非常有興趣的

他，今年6月更待存款足夠和取得家人支持後，在中年時毅然決然辭職，捨棄長期

且穩定的薪水，攻讀台科大電機碩士，全力鑽研相關知識，希望未來能轉行從事電

機技師或配電工作。

　「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匯集百萬獎學金，今年六月舉行第一次獎學金頒發

典禮，共有17名來自交大、成大、中正大學的優秀得獎者；第二次獎學金頒發典禮

則於12月舉辦，共有26名未來電力潛力新秀獲獎。聯盟明年也將持續透過獎學金頒

發、專業課程培育優秀電力電網人才。(新聞來源：工商時報─陳泳丞／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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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護理部張瑩如主任、楊宜青醫務秘書、李經維

副院長、門診部趙庭興主任參與流感施打儀式。

公費流感疫苗第二階段開打 成大醫院副院長挽袖施打
孫曉倫／南市

2019/12/10

 【記者孫曉倫／南市報導】108年

度公費流感疫苗第二階段於12月08日

開打，開放給65歲以上以及學齡前幼

兒施打!成大醫院李經維副院長、楊宜

青醫務秘書、門診部趙庭興主任、護

理部張瑩如主任一起挽起衣袖施打，

鼓勵民眾踴躍接種。李副院長叮嚀大

家，每年11月開始就會進入流感季，

到隔年農曆春節前後達到高峰，長者得到流感有可能引發如肺炎、腦炎等嚴重併發

症，民眾千萬要小心。符合公費施打條件的民眾，一定要接受疫苗接種，才能在流

感季節來臨前形成保護力。

 楊宜青醫務秘書也強調，打疫苗前要先經過醫師評估後施打，流感疫苗是安全

的，能提供兒童和老年人很好的保護力，降低流感導致的嚴重併發症。

 成大醫院歡迎符合公費疫苗施打之民眾，看病同時施打疫苗，好處多多!除了當

次看病之外，還可請看診醫師評估後開單同時接種疫苗，節省一次疫苗接種掛號費

用。成大醫院也設置疫苗診，提供給只要打疫苗的民眾，民眾掛號完疫苗診，就可

以直接到接種站由醫師評估後接種疫苗。接種站設於門診大樓1樓2號門星巴克旁邊

的空間。

 1. 接種日期：第二階段自108.12.08開始至疫苗用完為止。2. 接種時間：星期一

至星期五上午9點到晚上8點半止。3. 掛號方式：若為單純接受疫苗注射之民眾，

請掛疫苗接種診。若為各科門診病人，則於門診看診時經醫師評估適合施打後開

單，批價後即可注射。4. 接種地點：成人：門診大樓1樓疫苗接種站（2號門星巴

克旁邊的空間）。兒童：門診大樓2樓兒科門診治療室。夜間：門診大樓1樓門診治

療室。5.第二階段接種對象：1. 滿6個月以上至國小入學前幼兒。2. 滿65歲以上長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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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衛局籲踴躍施打
2019-12-10

 記者王勗／台南報導

 入冬以來首波大陸冷氣團到來，感冒病患也開始明顯增加，流行感冒

的季節也即將到來，第二階段公費流感疫苗也從8日開始於南市300餘間

醫療院所開始施打。南市衛生局9日表示疫苗供應無虞，也與南市各大

醫療院所鼓勵民眾踴躍施打。

 安南醫院家醫科醫師陳泓毓指出，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傳染

病中，A型和B型流感幾乎每年皆引起季節性的流行。流感容易出現明顯

的頭痛發熱、倦怠、肌肉痠痛等症狀，通常症狀發作較突然，痊癒時間

比一般感冒長，約需1至2週甚至數週才能完全恢復，更容易引發併發症

甚至導致死亡。

 成大醫院說，每年11月開始就會進入流感季，到隔年農曆春節前後達

到高峰，長者、幼童得到流感，有可能引發如肺炎、腦炎等嚴重併發

症。

 南市衛生局強調，現可施打疫苗處所包括衛生所、各大研究醫院及私

人診所，計有300餘處，而衛生所平日不一定有醫師值班，民眾可提前

致電詢問確認，合約診所則可透過南市衛生局網站系統查詢。

 南市衛生局疾管科長蔡玲珊也特別呼籲民眾，別讓疫苗放冰箱，踴躍

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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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費流感疫苗第二階段開打 成大醫副院長挽袖施
打

大成報／于郁金 2019.12.10 07:50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連凱斐/臺南報導】108年度公費流感疫苗第二階段於12月8日開

打，開放給65歲以上以及學齡前幼兒施打!成大醫院李經維副院長、楊宜青醫務秘書、

門診部趙庭興主任、護理部張瑩如主任一起挽起衣袖施打，鼓勵民眾踴躍接種。 

李經維副院長叮嚀大家指出，每年11月開始就會進入流感季，到隔年農曆春節前後達

到高峰，長者得到流感有可能引發如肺炎、腦炎等嚴重併發症，民眾千萬要小心；符合

公費施打條件的民眾，一定要接受疫苗接種，才能在流感季節來臨前形成保護力。 

楊宜青醫務秘書強調，打疫苗前要先經過醫師評估後施打，流感疫苗是安全的，能提供

兒童和老年人很好的保護力，降低流感導致的嚴重併發症。 

成大醫院表示，歡迎符合公費疫苗施打之民眾，看病同時施打疫苗，好處多多!除了當

次看病之外，還可請看診醫師評估後開單同時接種疫苗，節省一次疫苗接種掛號費用；

成大醫院也設置疫苗診，提供給只要打疫苗的民眾，民眾掛號完疫苗診，就可以直接到

接種站由醫師評估後接種疫苗。 

院方表示，接種站設於門診大樓1樓2號門星巴克旁邊的空間： 

1、接種日期：第二階段自108.12.08開始至疫苗用完為止。 

2、接種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時到晚上20時30分止。 

3、掛號方式：若為單純接受疫苗注射之民眾，請掛疫苗接種診；若為各科門診病人，

則於門診看診時經醫師評估適合施打後開單，批價後即可注射。 

4、接種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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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人：門診大樓1樓疫苗接種站(2號門星巴克旁邊的空間）。 

(2)兒童：門診大樓2樓兒科門診治療室。 

(3)夜間：門診大樓1樓門診治療室。 

5、第二階段接種對象： 

(1)滿6個月以上至國小入學前幼兒。 

(2)滿65歲以上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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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公費流感疫苗第二階段開打 成大醫
院副院長挽袖施打
Posted By: TainanTalk  十二月 9, 2019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108年度公費流感疫苗第二階段於12月8日開打，開放給65歲以

上及學齡前幼兒施打！成大醫院副院長李經維、楊宜青醫務秘書、門診部趙庭興主任、

護理部張瑩如主任一起挽起衣袖施打，鼓勵民眾踴躍接種。 

（圖說）成大醫院護理部張瑩如主任（左一）、楊宜青醫務秘書（左三）、李經維副院

長（右四）、門診部趙庭興主任（右二）參與流感施打儀式。（記者鄭德政攝）

李副院長叮嚀大家，每年11月開始就會進入流感季，到隔年農曆春節前後達到高峰，長

者得到流感有可能引發如肺炎、腦炎等嚴重併發症，民眾千萬要小心。符合公費施打條

件的民眾，一定要接受疫苗接種，才能在流感季節來臨前形成保護力。

楊宜青醫務秘書強調，打疫苗前要先經過醫師評估後施打，流感疫苗是安全的，能提供

兒童和老年人很好的保護力，降低流感導致的嚴重併發症。

成大醫院歡迎符合公費疫苗施打之民眾，看病同時施打疫苗，好處多多！除了當次看病

之外，還可請看診醫師評估後開單同時接種疫苗，節省一次疫苗接種掛號費用。成大醫

院也設置疫苗診，提供給只要打疫苗的民眾，民眾掛號完疫苗診，就可以直接到接種站

由醫師評估後接種疫苗。接種站設於門診大樓1樓2號門星巴克旁邊的空間。

1.接種日期：第二階段自108.12.08開始至疫苗用完為止。

2.接種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點到晚上8點半止。

3.掛號方式：若為單純接受疫苗注射之民眾，請掛疫苗接種診。若為各科門診病人，則

於門診看診時經醫師評估適合施打後開單，批價後即可注射。

4.接種地點：成人：門診大樓1樓疫苗接種站(2號門星巴克旁邊的空間）。兒童：門診大

樓2樓兒科門診治療室。夜間：門診大樓1樓門診治療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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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二階段接種對象：

1.滿6個月以上至國小入學前幼兒。

2.滿65歲以上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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