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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上樑。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上樑 預定2020啟用
孫宜秋／南市

2019/10/17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國家實

驗研究院與成功大學合作，在成大打

造的半導體創新研發環境「國研院台

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10月

16日舉行大樓工程上梁典禮，這也是

雙方合作深耕半導體特色研究及擴大

南北產學研鏈結的重要儀式。大樓預

定明年6月完工，將著重於跨域學科融合、半導體及奈米材料、生技醫材等領域技

術開發與應用，厚實科技研發基礎與高階人才培育。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位於成大力行校區，是一座包含兩棟建

築物的綠建築，建築總面積近千坪，2018年9月動土，預計2020年6月啟用並試營

運，工程經費約1.5億元，未來內部相關設備費用預估在10倍以上。

 兩棟建築，一棟為地上4層、地下1層的半導體研究設施主體，包含與業界生產研

究接軌的200坪高規格半導體無塵室，35坪生醫光電核心設施檢測實驗室，將推動

「前瞻性低耗能快速感測晶片」、「下世代半導體製程」、「先進異質整合封裝」

及「先進生醫微流體晶片」等技術服務平台。另一棟為地上2層的綠色科技展示

區。

 上樑典禮下午1時30分舉行，成大副校長蘇芳慶、國研院院長王永和共同主持並

率成大研發長謝孫源、電資學院院長許渭州、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主任葉文冠、日

月光集團副總經理洪志斌等人上香祝禱、進行鎖螺絲等儀式後，在樂聲與繽紛彩帶

飄灑的喜慶氣氛下，將安裝於屋頂的最高處的鋼樑緩緩上升，也意味著工程邁入最

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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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

基地 上梁
2019-10-17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昨由成大副校長蘇芳慶（左

五）、國研院院長王永和（左四）、成大研發長謝孫源（右二）等貴賓

共同主持大樓工程上梁典禮。 （記者趙傳安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國家實驗研究院與成功大學合作打造的「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

台南基地」，十六日下午舉行上梁典禮。大樓預計明年六月完工試營

運，將著重於半導體及奈米材料、生技醫材等領域技術開發與應用，培

育產學界所需的高階人才。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位於成大力行校區，是一座

包含兩棟建築物的綠建築，建築總面積近千坪，去年九月動土，預計明

年六月完工，工程經費約一點五億，未來內部相關設備費用預估在十倍

以上。

 這兩棟建築，一棟為地上四層、地下一層的半導體研究設施主體，包

含與業界生產研究接軌的兩百坪高規格半導體無塵室、卅五坪生醫光電

核心設施檢測實驗室，將推動「前瞻性低耗能快速感測晶片」、「下世

代半導體製程」、「先進異質整合封裝」及「先進生醫微流體晶片」等

技術服務平台。另一棟為地上兩層的綠色科技展示區。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昨日下午隆重舉行上梁典禮，由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35322


2019/10/17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 上梁 | 中華日報|中華新聞雲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35322 2/2

成大副校長蘇芳慶、國研院院長王永和共同主持並率成大研發長謝孫

源、電資學院院長許渭州、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主任葉文冠、日月光集

團副總經理洪志斌等人上香祝禱、進行鎖螺絲等儀式後，在歡慶氣氛

下，將掛有「上梁大吉」布條的鋼梁吊掛至大樓最頂端，象徵工程邁入

最後階段。

 王永和表示，透過與成大合作，可鏈結中南部產學研界研究能量與資

源，創造價值，促進創新產業。未來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會持續

強化核心能量，與產業界合力發展３奈米甚至更高等級的半導體製程相

關技術、研發新穎材質的半導體材料，另也將與成大醫院合作進行生醫

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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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 明年啟用

2019-10-16 23:32 聯合報 記者鄭維真／台南報導

國家實驗研究院與成⼤合作打造「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台南基
地」，昨舉⾏上梁儀式，預計明年6⽉完⼯，將著重半導體及奈⽶材料、
⽣醫等領域開發與應⽤，與業界⽣產研究環境接軌，為中南部半導體新研
發環境注⼊新⼒，培育⾼階⼈才。

成⼤副校⻑蘇芳慶指出，綠能、5G、AI等前瞻科技都需要半導體，透過
研究中⼼可研發尖端半導體製程並培育⼈才，提升半導體感測元件的研究
⽔準、維繫台灣低碳綠能創新科技與⽣醫晶⽚的競爭⼒與優勢。

國研院與成⼤合作打造「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台南基地」，昨天舉⾏上梁典禮。記者鄭維真／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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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基地位於成⼤⼒⾏校區，整體為綠建築，包括有200坪⾼規格半導體無
塵室、35坪⽣醫光電核⼼設施檢測實驗室，明年6⽉啟⽤並試營運。

國研院⻑王永和表⽰，與成⼤合作可擴⼤南北產學研鏈結，將半導體技術
應⽤到⽣醫研究上，引⼊成⼤醫學院、醫學中⼼等研究團隊能量，開發先
進⽣醫微流體晶⽚、低耗能快速感測晶⽚等⽣醫研究，快速精準檢測疾
病、細菌抗藥性等，為⺠眾健康提供更好的保障，預料將對⽣醫研究與產
業發展有所貢獻。

半導體﹒成大﹒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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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17 05:30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由國家實驗研究院與成功大學合作打造。 �（記者劉婉君
攝）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昨天上樑，預計明年六月

啟用及試營運，將由國家實驗研究院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投入半導體、奈米科技、生技醫材

等領域的技術開發與應用，與新竹科學園區的本部分工，為產業培育高階人才。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位在成大力行校區內，包含兩棟綠建築物，一棟為地上四

層、地下一層的半導體研究設施主體，另一棟為地上兩層的綠色科技展示區，工程經費約一．

五億元；未來內部設備包括與業界生產研究環境接軌的高規格半導體無塵室、生醫光電核心設

施檢測實驗室，將推動「前瞻低耗能快速感測晶片」、「下世代半導體製程」、「先進異質整

合封裝」及「先進微流體生醫晶片」等技術服務平台。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主任葉文冠表示，未來台南基地將與竹科本部採南北分工，開發物

聯網、生醫、感測等具未來性的產業需要的製程、應用；因位於成大校區內，實驗室會廿四小

時開放，老師拿到產業界的計畫可以在實驗室做，學生也隨時可以進來做實驗，以人才培訓為

最大目標，讓學生增加實作經驗，未來可以更快進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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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 臺南基地上梁

國家實驗研究院與國⽴成功⼤學合作打造的中南部半導體創新研發環境「國
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臺南基地」，16⽇舉⾏上梁典禮。

典禮是為宣⽰雙⽅合作深耕台灣中南部半導體特⾊研究及擴⼤南北產學研鏈
結，以奠定台灣未來新興半導體領域研究發展與⼈才培育厚實基礎之重要儀
式。待⼤樓完⼯後，雙⽅將結合各⾃優勢，強化跨域學科融合，投⼊半導

2019-10-16 21:59 經濟日報 曹松清

國研院院⻑王永和（左四）、成功⼤學副校⻑蘇芳慶（左五）與貴賓共同為台灣半導體研究中⼼臺南基地

上梁。 國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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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奈⽶材料及⽣技醫材等領域的技術開發與應⽤，培育產學界所需之⾼階
⼈才。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臺南基地」之建置，是因應中南部產學界研究
群對半導體研究設施在遠距離研究鏈結與跨領域⼈才培育的殷切需求。國研
院秉持厚植學術研發及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精神，向成功⼤學提出合作建⽴
研究基地的構想，希望藉由成功⼤學深厚的產學鏈結底蘊，以及該校區交通
上的便利，打造⼀先進半導體技術服務環境。此案獲成功⼤學同意後，於
2018年9⽉動⼟，預計2020年6⽉啟⽤並試營運。

基地設置於成功⼤學⼒⾏校區，是⼀座取得綠建築標章－舊建築改善類
（EEWH-RN）、包含兩棟建築物的綠建築。建築總⾯積近千坪，⼀棟為地上
4層、地下1層的半導體研究設施主體，另⼀棟為地上2層的綠⾊科技展⽰區。
半導體研究設施主體包含與業界⽣產研究環境接軌的200坪⾼規格半導體無塵
室，及35坪⽣醫光電核⼼設施檢測實驗室，規劃推動「前瞻低耗能快速感測
晶⽚」、「下世代半導體製程」、「先進異質整合封裝」及「先進微流體⽣
醫晶⽚」等技術服務平台。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臺南基地」鄰近台南後⽕⾞站，步⾏僅需10分
鐘，藉由輕軌與⾼鐵的接軌，基地可與中南部產學研界構成便利的研究⽣態
圈，可說是新⽵以南最能聚集研發能量的研發基地與技術服務平台，是分享
國家資源的最佳選擇。

國研院院⻑王永和表⽰，國研院的價值在於為基礎研究之助⼒、學研與產業
之鏈結器。透過與成功⼤學合作，雙⽅可以共同鏈結中南部產學研界研究能
量與資源，創造價值，進⽽創新產業。未來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會持
續強化核⼼能量、深耕優勢領域並結合在地特⾊，與中南部地區產學研單位
共同研發跨領域的先進半導體技術。

成功⼤學副校⻑蘇芳慶指出，⼤學是培育⾼階⼈才的場域，70％研發⼈才在
⼤學。成功⼤學是完整的綜合型⼤學，「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臺南基
地」的建置，除了整合國家資源、研發尖端技術，也將藉此訓練各⼤學院校
碩、博⼠⽣，培育學術界及產業界需求的⾼端技術⼈才，提升國內半導體感
測元件的研究⽔準，維繫台灣在低碳綠能創新科技與⽣醫晶⽚的競爭⼒及新
創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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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導體製程跨⼊物理極限的領域探索，台積電全球第⼀個3奈⽶製程新廠將
設於南部科學⼯業園區，衍⽣應⽤的領域寬廣，從⽣技產業、⼈⼯智慧、智
慧製造到物聯網等。⾯對歐美⽇韓的強⼒競爭，台灣要在國際半導體領域持
續保持領先地位，必須要有更多的⾼科技⼈才投⼊。國研院與成功⼤學合作
打造的「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臺南基地」，將建⽴先進半導體研究環
境，與產業界合⼒發展3奈⽶以下世代的半導體製程相關技術、研發新穎材質
的半導體材料、開發符合下世代⼈⼯智慧所需之低耗能感測器，並藉此培育
碩博⼠級半導體⾼階⼈才。

⽽在半導體技術應⽤⾄⽣醫研究上，「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臺南基
地」將引⼊成功⼤學醫學院、醫學中⼼、⽣科學院、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
中⼼、⽣醫材料研究中⼼等研究團隊能量，開發先進微流體⽣醫晶⽚、低耗
能快速感測晶⽚等前瞻⽣醫技術，應⽤於快速精準檢測疾病、細菌抗藥性
等，為⺠眾健康提供更好的保障，預料將對⽣醫研究與產業發展有所發揮與
貢獻。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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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 109年啟
用
最新更新：2019/10/16 17:06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16日在國立成功大學力行校區上梁，預定109年6月啟用。（成功大
學提供）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傳真　108年10月16日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6日電）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今天在國

立成功大學力行校區上梁，預定明年6月啟用及試營運。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由國家實驗研究院和成功大學合作打造，去年9

月動土，今天上梁，將深耕台灣中南部半導體特色研究及擴大南北產學研鏈結，以奠

定台灣未來新興半導體領域研究發展與人才培育的厚實基礎。

成大表示，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完工啟用後，國研院和成大雙方將結

合各自優勢，強化跨域學科融合，投入半導體及奈米材料、生技醫材等技術的開發與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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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培育產學界所需高階人才。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位於成大力行校區，是座擁有2棟建築物的綠建

築，建築總面積近1000坪，其中一棟是地上4樓、地下1樓的半導體研究設施主體，

另一棟是地上2樓的綠色科技展示區。

台南基地半導體研究設施主體，包含和業界生產研究環境接軌的200坪高規格半導體

無塵室，及35坪生醫光電核心設施檢測實驗室，以規劃推動「前瞻性低耗能快速感

測晶片」、「下世代半導體製程」、「先進異質整合封裝」及「先進生醫微流體晶

片」等平台。

成大人員說，台南基地將建立先進半導體研究環境，與產業界合力發展3奈米及更高

等級的半導體製程相關技術，研發新穎材質的半導體材料，開發符合下世代人工智慧

應用所需低耗能感測器，及培育高階人才。

在半導體技術應用至生醫的研究上，台南基地將引進成大醫學院、醫學中心、生科學

院、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中心、生醫材料研究中心等研究團隊能量，開發先進生醫

微流體晶片、低耗能快速感測晶片等生醫研究，快速精準檢測疾病及細菌抗藥性等。

（編輯：黃世雅）10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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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上樑　預定

2020啟用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19-10-17 07:49

國家實驗研究院與成功大學合作，在成大打造的半導體創新研發環境「國研院

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10月16日下午1時30分舉行大樓工程上梁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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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副校長蘇芳慶、國研院院長王永和共同主持，並率成大研發長謝孫源、電

資學院院長許渭州、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主任葉文冠、日月光集團副總經理洪

志斌等人上香祝禱，進行鎖螺絲等儀式後，在樂聲與繽紛彩帶飄灑的喜慶氣氛

下，將安裝於屋頂的最高處的鋼樑緩緩上升，也意味著工程邁入最後階段，預

定明年6月完工。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位於成大力行校區，是一座包含兩棟

建築物的綠建築，建築總面積近千坪，2018年9月動土，預計2020年6月啟用

並試營運，工程經費約1.5億元，未來內部相關設備費用預估在10倍以上。

兩棟建築，一棟為地上4層、地下1層的半導體研究設施主體，包含與業界生產

研究接軌的200坪高規格半導體無塵室，35坪生醫光電核心設施檢測實驗室，

將推動「前瞻性低耗能快速感測晶片」、「下世代半導體製程」、「先進異質

整合封裝」及「先進生醫微流體晶片」等技術服務平台，另一棟為地上2層的

綠色科技展示區。

蘇芳慶副校長致詞表示，綠能、智駕車、5G、AI等前瞻科技的發展，打造未來

美好生活願景等，都需要半導體，成大是完整的綜合型大學，師生素質一流，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設在成大，義意重大，成大將與國研院合

作，研發尖端半導體製程並培育人以備，提升半導體感測元件的研究水準、維

繫臺灣低碳綠能創新科技與生醫晶片的競爭力與優勢。

王永和感謝成大支援「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他指出，半導

體是國家經濟動脈，也是重要的國防武器。國研院的價值在於做為基礎研究之

助力、學研與產業之鏈結器。與成大合作，可鏈結中南部產學研界研究能量與

資源，創造價值，促進創新產業。未來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會持續強化

核心能量、深耕優勢領域並結合在地特色，與中南部地區產學研等共同研發跨

領域的先進半導體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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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臺南基地」鄰近台南後火車站，步行僅需10分

鐘，藉由台鐵與高鐵的接軌，基地可與中南部產學研界構成便利的研究生態

圈，可說是新竹以南最能聚集研發能量的研發基地與技術服務平台，是分享國

家資源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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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上梁　2020年
啟用

▲國研院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上梁。（圖／國研院提供）

記者周康玉／台北報導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今（16）日舉行上梁典禮，與成功大學合作，培

育碩博士級半導體高階人才，預計2020年6月啟用並試營運。

由於台積電將於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建置全球第一個3奈米製程新廠，面對歐美日韓的強

力競爭，台灣要在國際半導體領域持續保持領先地位，必須要有更多的高科技人才投

入。國研院透過此研究中心的建立，與產業界合力發展3奈米以下世代的半導體製程相

關技術、開發符合下世代人工智慧所需之低耗能感測器，並藉此培育碩博士級半導體

高階人才。

此基地設置於成功大學力行校區，建築總面積近千坪，一棟為地上4層、地下1層的半

導體研究設施主體，另一棟為地上2層的綠色科技展示區。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8%B2%A1%E7%B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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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研究設施主體包含與業界生產研究環境接軌的200坪高規格半導體無塵室，以

及35坪生醫光電核心設施檢測實驗室，未來規劃推動「前瞻低耗能快速感測晶片」、

「下世代半導體製程」、「先進異質整合封裝」及「先進微流體生醫晶片」等技術服

務平台。

國研院院長王永和表示，透過與成功大學合作，雙方可以共同鏈結中南部產學研界研

究能量與資源，進而創新產業。未來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會持續強化核心能

量、深耕優勢領域並結合在地特色，與中南部地區產學研單位共同研發跨領域的先進

半導體技術。

▼成大副校長蘇芳慶（中）與國研院院長王永和（右）。（圖／國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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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上梁典禮
作者 TechNews | 發布日期 2019 年 10 月 16 日 20:00 | 分類 市場動態 , 科技政策 , 科技教育 分享 讚 3 分享

國家實驗研究院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打造的中南部半導體創新研發環境「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於 2019 年 10 月 16 日舉行

示雙方合作深耕台灣中南部半導體特色研究及擴大南北產學研鏈結，以奠定台灣未來新興半導體領域研究發展與人才培育厚實基礎之重要儀式。待

各自優勢，強化跨域學科融合，投入半導體、奈米材料及生技醫材等領域的技術開發與應用，培育產學界所需之高階人才。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之建置，係因應中南部產學界研究群對半導體研究設施在遠距離研究鏈結與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殷切需

研發及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精神，向成功大學提出合作建立研究基地的構想，希望藉由成功大學深厚的產學鏈結底蘊，以及該校區交通上的便利，

務環境。此案獲成功大學同意後，於 2018 年 9 月動土，預計 2020 年 6 月啟用並試營運。

本基地設置於成功大學力行校區，是一座取得綠建築標章──舊建築改善類（EEWH-RN）、包含 2 棟建築物的綠建築。建築總面積近千坪，一

的半導體研究設施主體，另一棟為地上 2 層的綠色科技展示區。半導體研究設施主體包含與業界生產研究環境接軌的 200 坪高規格半導體無塵室

設施檢測實驗室，規劃推動「前瞻低耗能快速感測晶片」、「下世代半導體製程」、「先進異質整合封裝」及「先進微流體生醫晶片」等技術服務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鄰近台南後火車站，步行僅需 10 分鐘，藉由輕軌與高鐵的接軌，本基地可與中南部產學研界構成便

新竹以南最能聚集研發能量的研發基地與技術服務平台，是分享國家資源的最佳選擇。

國研院王永和院長表示，國研院的價值在於為基礎研究之助力、學研與產業之鏈結器。透過與成功大學合作，雙方可以共同鏈結中南部產學研

價值，進而創新產業。未來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會持續強化核心能量、深耕優勢領域並結合在地特色，與中南部地區產學研單位共同研發跨

成功大學蘇芳慶副校長指出，大學是培育高階人才的場域，70% 研發人才在大學。成功大學是完整的綜合型大學，「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

了整合國家資源、研發尖端技術，也將藉此訓練各大學院校碩、博士生，培育學術界及產業界需求的高端技術人才，提升國內半導體感測元件的研

綠能創新科技與生醫晶片的競爭力及新創競爭優勢。

http://technews.tw/2019/10/16/narlabs-tw-semiconductor-research-center-tainan-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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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導體製程跨入物理極限的領域探索，台積電全球第一個 3 奈米製程新廠將設於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衍生應用的領域寬廣，從生技產業、人

網等。面對歐美日韓的強力競爭，台灣要在國際半導體領域持續保持領先地位，必須要有更多的高科技人才投入。國研院與成功大學合作打造的「

心台南基地」，將建立先進半導體研究環境，與產業界合力發展 3 奈米以下世代的半導體製程相關技術、研發新穎材質的半導體材料、開發符合下

能感測器，並藉此培育碩博士級半導體高階人才。

而在半導體技術應用至生醫研究上，「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將引入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中心、生科學院、傳染性疾病及訊

究中心等研究團隊能量，開發先進微流體生醫晶片、低耗能快速感測晶片等前瞻生醫技術，應用於快速精準檢測疾病、細菌抗藥性等，為民眾健康

對生醫研究與產業發展有所發揮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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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上樑 4大技術平台2020啟用

國家實驗研究院與成功⼤學合作打造的「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台南基
地」， 16⽇舉⾏⼤樓⼯程上梁典禮，由成⼤副校⻑蘇芳慶、國研院院⻑王永
和共同主持，成⼤研發⻑謝孫源、電資學院院⻑許渭州、台灣半導體研究中
⼼主任葉⽂冠、⽇⽉光集團副總經理洪志斌等多位貴賓也⼀同上⾹祝禱。

2019-10-16 19:14 經濟日報 張傑

⼤樓⼯程上梁典禮，由成⼤副校⻑蘇芳慶、國研院院⻑王永和共同主持，成⼤研發⻑謝孫源、電資學院院

⻑許渭州、台灣半導體研究中⼼主任葉⽂冠、⽇⽉光集團副總經理洪志斌等多位貴賓⼀同上⾹祝禱。  張

傑/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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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台南基地」整體建築，位於成⼤⼒⾏校區，預
定明年6⽉完⼯，雙⽅將將結合各⾃優勢，強化跨域學科融合，並投⼊半導
體、奈⽶材料及⽣技醫材等領域的技術開發與應⽤，厚實科技研發基礎與⾼
階⼈才培育。

基地主要由⼀座兩棟建築物組成，並取得綠建築標章，建築總⾯積近千坪，
2018年9⽉動⼟，預計2020年6⽉啟⽤並試營運，⼯程經費約1.5億元。

兩棟建築，⼀棟為地上4層、地下1層的半導體研究設施主體，包含與業界⽣
產研究接軌的200坪⾼規格半導體無塵室，35坪⽣醫光電核⼼設施檢測實驗
室，將推動「前瞻性低耗能快速感測晶⽚」、「下世代半導體製程」、「先
進異質整合封裝」及「先進⽣醫微流體晶⽚」等技術服務平台。另⼀棟為地
上2層的綠⾊科技展⽰區。

成⼤副校⻑蘇芳慶表⽰，綠能、智駕⾞、5G、AI等前瞻科技發展，都需要半
導體，且台灣半導體產業更是全球技術之先，⽽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
台南基地設在成⼤，義意重⼤。未來雙⽅合作，將朝研發尖端半導體製程邁
進，提升半導體感測元件的研究⽔準。



2019/10/17 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上樑 4大技術平台2020啟用 | 熱門亮點 | 商情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4108315 3/4

國研院院⻑王永和表⽰，半導體是國家經濟動脈，也是重要的國防武器，國
研院的價值在於做為基礎研究助⼒、學研與產業鏈結器。⽬前國研院共有
5800個研究團隊、輔導國內50多家業者，每年產出14000名博碩⼠⽣，但這
些都在北部居多，感謝成⼤的⽀持，催⽣「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台南
基地」，未來可鏈結中南部產學研界研究能量與資源，促進創新產業。

台南基地整體⼯程經費約1.5億元投資，但後續設備及研發投資，需再投⼊10

倍以上⾦額，且基地位處台南市中⼼，可與中南部產、學、研界，構成便利
的研究⽣態圈，王永和指出，隨著半導體產業物理極限的逼近，需要在技術
能作出研究突破，未來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也會持續強化核⼼能量，
與中南部地區產學研等共同研發跨領域的先進半導體技術。

且台積電全球第⼀個3奈⽶製程新廠將設於南部科學⼯業園區，國研院也將與
產業界合⼒發展3奈⽶，甚⾄更⾼等級的半導體製程相關技術、研發新穎材質

成⼤副校⻑蘇芳慶於樑上簽名。 張傑/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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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半導體材料、開發符合下世代⼈⼯智慧應⽤，所需的低耗能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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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產業領先 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上梁
更新時間：2019-10-16 21:16:21

【新唐人亞太台 2019 年 10 月 16 日訊】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由國研
院和成功大學合作打造，今天舉行上梁典禮，預定明年6月啟用及試營運，將深耕台灣中
南部半導體特色研究及擴大南北產學研鏈結。

國研院與成大合作打造的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臺南基地，16日舉行上梁典禮。

國家實驗研究院長 王永和：「可以說能夠結合中南部半導體產業，透過它的特色，然後
結合它的能量，我相信對我們半導體產業的話，無論是在人才，在科技研發方面，絕對
會有很大的助益。」

成功大學副校長 蘇芳慶：「讓台灣未來一二十年，一直在全世界還是世界領先的半導體
產業，應用的層面會更廣，所有的5G自駕車到，智慧醫療、智慧生活，智慧交通全部都
用得上。」

成大與國研院將投入半導體及奈米材料、生技醫材等領域的技術開發與應用，培育產學
界所需的高階人才。

日月光集團副總經理 洪志斌：「有很多技術未來新的走向，可以在這個研究中心上面得
到驗證，尤其是在我們面對美國歐洲在亞洲這邊的客戶，我們都能夠做最即時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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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所有不同技術的應用。」

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臺南基地，將成為新竹以南最能聚集研發能量的研發基地與技術服
務平台。

新唐人亞太電視 史進旺 台灣台南報導

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 | 半導體 | 成大 | 國研院 | 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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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與國研院合作 打造半導體研究中心
記者陳聖璋 / 台南報導 - 2019-10-16 21:42:46

國家實驗研究院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打造「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16日舉行上梁典禮，宣示雙

方合作深耕台灣中南部半導體特色研究及擴大南北產學研鏈結，奠定台灣未來新興半導體領域研究發展與人才培

育厚實基礎。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之建置，係因應中南部產學界研究群對半導體研究設施在遠距離研究鏈

結與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殷切需求。完工後，雙方將結合各自優勢，強化跨域學科融合，投入半導體、奈米材料及

生技醫材等領域的技術開發與應用，培育產學界所需之高階人才。

▲成功大學副校長蘇芳慶在梁上簽字留念（圖／記者陳聖璋攝，2019.10.16）

國研院秉持厚植學術研發及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精神，向成功大學提出合作建立研究基地的構想，希望藉由成功

大學深厚的產學鏈結底蘊，以及該校區交通上的便利，打造一處先進半導體技術服務環境。

國研院院長王永和表示，國研院的價值在於為基礎研究之助力、學研與產業之鏈結器。透過與成功大學合作，雙

方可以共同鏈結中南部產學研界研究能量與資源，創造價值，進而創新產業。

成功大學副校長蘇芳慶指出，大學是培育高階人才的場域，70%研發人才在大學。成功大學是完整的綜合型大

學，「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的建置，除了整合國家資源、研發尖端技術，也將藉此訓練各大學

院校碩、博士生，培育學術界及產業界需求的高端技術人才，提升國內半導體感測元件的研究水準，維繫台灣在

低碳綠能創新科技與生醫晶片的競爭力及新創競爭優勢。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16日舉行上梁典禮。（圖／記者陳聖璋攝，201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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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梁儀式合影。（圖／記者陳聖璋攝，2019.10.16）

在半導體製程跨入物理極限的領域探索，台積電全球第一個3奈米製

程新廠將設於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衍生應用的領域寬廣，從生技產業、人工智慧、智慧製造到物聯網等。面對歐

美日韓的強力競爭，台灣要在國際半導體領域持續保持領先地位，必須要有更多的高科技人才投入。

國研院與成功大學合作打造的「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將建立先進半導體研究環境，與產業界

合力發展3奈米以下世代的半導體製程相關技術、研發新穎材質的半導體材料、開發符合下世代人工智慧所需之

低耗能感測器，並藉此培育碩博士級半導體高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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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團隊發現，個人型幸
福感的影像核心區比較亮，與他人相關幸福感
範圍較大。�（成大提供）

2019-10-17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幸福感也看得見！成大心智影像研究中心暨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團

隊，透過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進行大腦造影，發現當人們感到幸福時，大腦中與自我概念

最相關的兩個腦區，會出現由內（自我）向外（他人）、以同心圓方向擴展的血流反應，且顯

示與人互動產生的幸福感，高於個人功成名就的幸福感。研究成果登上十月發行的國際學術期

刊PLOS ONE。

與自我概念有關腦區會發亮

龔俊嘉帶領成大電機所博士生歐陽諺、醫資所碩士生

趙韓信進行幸福感研究，招募約廿名受試者進行大腦

造影，以一次一張的方式，觀看包括母親親吻嬰兒、

工作、會議、結婚、一家人在海邊散步、競賽獲得冠

軍等圖片，並按鍵回答圖片「讓你覺得多幸福」？當

受試者感覺幸福時，大腦與自我概念最有關的兩個腦

區會發亮，且幸福感愈高，與分泌多巴胺（產生快

樂、滿足的酬賞感）的腦區共振頻率也愈大。

與人互動幸福感 高於個人

團隊更發現，個人型的幸福感如比賽獨得冠軍，同心

圓擴散的影像核心區比較亮。而與他人相關的幸福感如母親親吻子女、三代同堂、一家人和樂

融融等，亮區離核心較遠，但範圍較大，推論幸福感可以從「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來切

入，且從多數受試者的亮區都離核心區較遠來看，也顯示出與人互動產生的幸福感，高於個人

功成名就的幸福感。

團隊認為，大腦對幸福感的影像分佈，類似華人的人際關係，以自我為圓心，以親疏關係（家

人、密友、同事、路人）的同心圓向外推展。

研究成果 登國際學術期刊

龔俊嘉表示，造影影像對「幸福感」提出生理性的支持。與他人有關的幸福感大於個人型的幸

福感，也說明為何人會做讓「自己在乎的人」快樂、開心的事，而在乎的人不一定是關係緊密

的親友，也有可能是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亦是「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龔俊嘉說，未來將嘗試研究不同族群、不同年紀對幸福的反應是否也有不同。

幸福感 成大研究：大腦看得到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25255/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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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心智影像研究中心暨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
（中）帶領博士生歐陽諺（右）、醫資所碩士
生趙韓信（左）進行幸福感研究，透過磁振造
影儀進行大腦造影，讓幸福可以被看見。（成
大提供）

成大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團隊透過磁振造影儀進行大腦造影，發現感到幸福時，大腦裡與自我概
念最有關的2個腦區，會出現由內向外以同心圓方向擴展的血流反應變化，讓幸福可以被看見。
（成大提供）

2019-10-16 16:25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每個人對幸福的感受不盡相同，幸福在哪裡？成大心智影像研究中

心暨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團隊透過磁振造影儀（MRI）進行大腦造影，讓只能意會的幸福，也

可以被看見，成果登上國際學術期刊PLOS One。

龔俊嘉帶領成大電機所博士生歐陽諺、醫資所碩士生

趙韓信進行幸福感研究，發現當感覺幸福時，大腦裡

與自我概念最有關的2個腦區，會出現由內（自我）

向外（他人）以同心圓方向擴展的血流反應變化，幸

福感愈高，自我概念相關的2個腦區，與分泌多巴胺

（產生快樂、滿足的酬賞感）的腦區，共振頻率也愈

大。

團隊認為，該影像分佈類似華人的人際關係－以自我

為圓心，以親疏關係（家人、密友、同事、路人）的

同心圓向外推展。

龔俊嘉表示，腦影像文獻中與幸福感相關的研究不多，因多年前曾參與電機系增進「幸福感」

相關裝置研發，如將孫兒的話語設計成長輩的手機鈴聲，開啟對於「幸福感」的好奇，進而研

究。

團隊招募約20名受試者，到成大心智影像中心進行fMRI大腦功能造影，請受試者以一次一張方

式，觀看母親親吻嬰兒、工作、會議、結婚、一家人海邊散步、競賽得冠軍等圖片，並按鍵回

幸福在哪裡？成大團隊找到了！研究登上國際期刊

javascript:void(0);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948150/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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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讓你覺得多幸福？」當受試者感覺幸福時，大腦與自我概念最有關的2個腦區會各自發亮，

影像以同心圓方式擴散。

團隊發現，個人型的幸福感如比賽獨得冠軍，核心區比較亮。他人相關的幸福感如母親吻子

女、三代同堂、一家人和樂融融，同心圓的亮區離核心較遠，但範圍反而較大，推論幸福感可

以從「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切入，多數受試者的亮區，都離核心區較遠，顯示出與人互動

產生的幸福感，高於個人功成名就的幸福感。

龔俊嘉表示，造影的影像對「幸福感」提出生理性的支持，而與他人有關的幸福感大於個人型

的幸福感，也說明了人們為何會做一些讓「自己在乎的人」快樂、開心的事，而所謂在乎的

人，也可能是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亦說明「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團隊未來也將嘗試研

究不同族群、不同年紀與人生階段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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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在哪裡「大腦圖」找得到 與人互動高於個人功
名
記者劉雅文／台北報導 - 2019-10-17 12:30:57

每個人對幸福的感受不盡相同，這個抽象的意念「幸福」到底在哪裡，其實大腦會告訴你！根據成功大學最新研

究發現，用磁振造影儀（MRI）進行大腦造影，這個往往只能心領意會的幸福，竟能被看見。

成大心智影像研究中心暨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跟學生團隊透過一

次一張，觀看母親親吻嬰兒、工作、會議、結婚、一家人海邊散步、競賽得冠軍等各式圖片，請受試者針對圖

片，按鍵回答「讓你覺得多幸福？」。

發現感覺幸福時，大腦與自我概念最有關的2個腦區會各自發亮，影像以同心圓方式擴散，而且個人型的幸福感

（比賽獨得冠軍），核心區比較亮，他人相關的幸福感（母親吻子女、三代同堂、一家人和樂融融等），同心圓

的亮區離核心較遠，但範圍反而比較大。

龔俊嘉團隊從客觀的影像推論，幸福感可以從「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來切入，多數受試者的亮區，都離核心

區較遠，顯示出與人互動產生的幸福感，其實高於個人功成名就的幸福感。

▲根據成大最新研究，發現幸福這種抽象情緒，可以透過大腦造影被看見。（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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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訊／幸福感大腦看得見！　成大研究登國際期刊

2019/10/17 09:42   小 中 大

幸福感不再只能意會，不能言傳！成大心智影像研究中心團隊，透過
「磁振造影」進行大腦造影，大腦中與「自我概念」最相關的兩個腦
區，會出現由內向外、以同心圓方向擴展的血流反應，且顯示與人互
動，會進而產生的幸福感，讓幸福在大腦中能被看見，而這項研究成
果，也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

更新時間：2019/10/17 09:42

圖／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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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心智影像研究中心暨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中）帶領電機所博士生歐陽諺

（右）、醫資所碩士生趙韓信（左）組成團隊研究幸福感。（成大提供／洪榮志台南傳

真）

成大團隊研究 感到幸福大腦會發亮
中時 洪榮志18:03 2019/10/16

成大龔俊嘉研究團隊發現，當人們感覺幸福時，大腦2個腦區會發亮。（成大提供／洪榮

志台南傳真）

幸福在哪裡，大腦告訴你！成功大學研究團隊以磁振造影儀進行大腦造影，發現當人感

覺幸福時，大腦裡與自我概念最有關的2個腦區，就會出現由內（自我）向外（他人）以

同心圓方向擴展的血流反應變化，且幸福感愈高，2個腦區與分泌多巴胺（產生快樂、滿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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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酬賞感）的腦區共振頻率也愈大，研究成果已發表於PLOS One期刊。

成大心智影像研究中心暨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指出，幸福是一種很抽象、很細緻又美好

的感受，揉合了滿足、愉悅、開心、溫暖、平靜等情緒，但腦影像文獻中與幸福感相關

的研究並不多。經帶領電機所博士生歐陽諺、醫資所碩士生趙韓信組成研究團隊，招募

約20名受試者到成大心智影像中心進行fMRI大腦功能造影，1次1張觀看母親親吻嬰兒、

工作、會議、結婚、一家人海邊散步、競賽得冠軍等各式圖片，請受試者針對圖片，按

鍵回答「讓你覺得多幸福？」

研究結果發現，當人們感覺幸福時，大腦與自我概念最有關的2個腦區會各自發亮，影像

以同心圓方式擴散。個人型的幸福感（比賽獨得冠軍），核心區比較亮；他人相關的幸

福感（母親吻子女、三代同堂、一家人和樂融融），同心圓的亮區離核心較遠，但範圍

反而較大。

研究團隊根據客觀的影像推論，幸福感可以從「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來切入，多數

受試者的亮區，都離核心區較遠，顯示出與人互動產生的幸福感，高於個人功成名就的

幸福感。這也說明為何人會對「自己在乎的人」，做一些讓他們快樂、開心的事情。

(中時 )

#幸福感 #大腦 #影像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5%B9%B8%E7%A6%8F%E6%84%9F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5%A4%A7%E8%85%A6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5%BD%B1%E5%83%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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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研究 大腦中看得見幸福

每個⼈的幸福感不同，只能意會，不能⾔傳，但國⽴成功⼤學竟透過磁振造
影儀進⾏⼤腦造影，讓幸福在⼤腦中被看⾒，研究成果今年10⽉發表於PLOS

ONE期刊。

幸福向來只能意會，成⼤⼼智影像研究中⼼暨⼼理系副教授龔俊嘉帶領電機
研究所博⼠⽣歐陽諺、醫學資訊研究所碩⼠⽣趙韓信，以磁振造影儀進⾏⼤
腦造影，讓⼈看⾒幸福。

研究團隊招募20名受試學⽣到成⼤⼼智影像中⼼做⼤腦功能造影，⼀次⼀
張，觀看⺟親親吻嬰兒、⼯作、會議、結婚、⼀家⼈海邊散步、競賽得冠軍
等各式圖⽚，再請受試者按鍵回答「讓你覺得多幸福？」

研究團隊發現，當受試者感覺幸福時，⼤腦與⾃我概念最有關的2個腦區會各
⾃發亮，影像以同⼼圓⽅式擴散。個⼈型的幸福感（⽐賽獨得冠軍），核⼼
區⽐較亮。他⼈相關的幸福感（⺟親吻⼦⼥、三代同堂、⼀家⼈和樂融
融），同⼼圓的亮區離核⼼較遠，範圍較⼤。

研究團隊推論，幸福感可從「⾃我與他⼈之間的關係」來切⼊，多數受試者
的亮區，都離核⼼區較遠，顯⽰出與⼈互動產⽣的幸福感，⾼於個⼈功成名
就的幸福感。

龔俊嘉指出，造影的影像對「幸福感」提出⽣理性的⽀持，與他⼈有關的幸
福感⼤於個⼈型的幸福感，說明了⼈們會對「⾃⼰在乎的⼈」做⼀些讓他們
快樂開⼼的事，所謂在乎的⼈，不⼀定是關係緊密的親友，也可能是社會上
需要幫助的⼈，這也說明了「助⼈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歐陽諺說，很多⼈都有過向流動⼩販買⼝⾹糖、⽟蘭花後，產⽣助⼈為樂的
經驗，對照⼤腦造影幸福感的研究，是相呼應的。⾄於個⼈型的幸福感，⼤
腦反應不如與他⼈有關的幸福來得強烈，可能和經驗多寡有關。

2019-10-16 13:45 中央社 記者張榮祥台南16日電

讚 0 分享 Y ⽤LINE傳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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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俊嘉說，不同年紀的⼈都在追求幸福感，但定義可能也都不同，研究團隊
未來將嘗試研究不同族群、不同年紀與⼈⽣階段的幸福，探討不同年紀的幸
福定義，⼤腦的反應⽅式是否也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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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沒？「幸福」真的會放閃　成大大腦造

影技術揭密

上報快訊／邱雨彗  2019年10月16日 18:23:00

成功大學透過磁振造影儀（MRI）進行大腦造影，讓幸福能在大腦中被看見，研究成果今年

10月發表於《PLOS ONE》期刊。（取自PLOS ONE期刊網頁）

每個人對於「幸福感」的定義不同，幸福只能意會，不能言

傳，但國立成功大學團隊透過磁振造影儀（MRI）進行 大

腦造影，讓幸福能 在 大腦中被看見，研究成果 10 月 發表於

《PLOS ONE》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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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心智影像研究中心暨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帶領電機所博

士生歐陽諺、醫資所碩士生趙韓信，以磁振造影儀進行大腦

造影，讓原本只能意會的幸福，竟能被看見。

 

右起為電機所博士生歐陽諺、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醫資

所碩士生趙韓信。（龔俊嘉提供）

 

當感覺幸福時 ， 大腦裡與自 我概念最 有 關 的 2 個腦區， 會 出

現由內（自我）向外（他人）以同心圓方向擴展的血流反映

變化，團隊認為該影像分布類似華人的人際關係－以自我為

圓心，以親疏關係（家人、密友、同事、路人）的同心圓向

外推展。

 

 

以同心圓擴散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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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幸福感愈高， 自 我概念相 關 的 2 個腦區，與分泌多巴

胺（產生快樂、滿足的酬賞感）的腦區，共振頻率也愈大，

研究成果於2019年10月發表於《PLOS One》期刊。

 

團隊招募約 20名受試者， 到 成 大 心智影像中 心做大腦功能

造影，一次一張，觀看母親親吻嬰兒、工作、會議、結婚、

一家人海邊散步、競賽得冠軍等各式圖片，請受試者針對圖

片，按鍵回答「讓你覺得多幸福？」

 

感覺幸福時 ， 大腦與自 我概念最 有 關 的 2 個腦區， 會各自 發

亮，影像以同心圓方式擴散。

 

個人型的幸福感（比賽獨得冠軍），核心區比較亮；他人相

關的幸福感（母親吻子女、三代同堂、一家人和樂融融），

同心圓的亮區離核心較遠，但範圍反而較大。

 

 

與人互動＞個人成就
 

龔俊嘉團隊從客觀的影像推論，幸福感可以從「自我與他人

之間的 關係」來切入 ， 多數受試者的亮區，都離核心區較

遠，顯示出與人互動產生的幸福感，高於個人功成名就的幸

福感。

 

龔俊嘉指出，造影的影像對「幸福感」提出生理性的支持。

此外，與他人有關的幸福感大於個人型的幸福感，這也說明

了，為何人會對「自己在乎的人」做一些讓他們快樂、開心

的事情，而所謂在乎的人，不一定是關係緊密的親友，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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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這也說明了「助人為快樂之本」

的道理。

 

龔俊嘉表示，不同年紀的人都在追求幸福感，但定義可能都

不同，未來將嘗試研究不同族群（如老人、新手父母等）、

不同年紀與人生階段的幸福，探討不同年紀的幸福定義，是

否大腦的反映方式也會有所不同。（接見AIT主席莫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7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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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透過磁振造影儀進行大腦造影，讓幸福在大腦中被看見，研究成果今年10
月發表於PLOS ONE期刊。(圖：Pixabay)

每個人的幸福感不同，只能意會，不能言傳，但國立成功大學透過磁
振造影儀進行大腦造影，讓幸福在大腦中被看見，研究成果今年10月
發表於PLOS ONE期刊。

成大心智影像研究中心暨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帶領電機研究所博士生
歐陽諺、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生趙韓信，以磁振造影儀進行大腦造
影，讓人看見幸福。研究團隊招募20名受試學生到成大心智影像中心
做大腦功能造影，一次一張，觀看母親親吻嬰兒、工作、會議、結
婚、一家人海邊散步、競賽得冠軍等各式圖片，再請受試者按鍵回答
「讓你覺得多幸福？」

時間：2019-10-16 15:36 新聞引據：中央社 撰稿編輯：陳怡君

幸福看得見 成大腦功能造影揭人體奧秘

幸福 (/news/list/tag/幸福)  成功大學 (/news/list/tag/成功大學)

讚 2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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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發現，當受試者感覺幸福時，大腦與自我概念最有關的2個腦
區會各自發亮，影像以同心圓方式擴散。個人型的幸福感(比賽獨得冠
軍)，核心區比較亮。他人相關的幸福感(母親吻子女、三代同堂、一
家人和樂融融)，同心圓的亮區離核心較遠，範圍較大。

研究團隊推論，幸福感可從「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來切入，多數
受試者的亮區，都離核心區較遠，顯示出與人互動產生的幸福感，高
於個人功成名就的幸福感。

龔俊嘉指出，造影的影像對「幸福感」提出生理性的支持，與他人有
關的幸福感大於個人型的幸福感，說明了人們會對「自己在乎的人」
做一些讓他們快樂開心的事，所謂在乎的人，不一定是關係緊密的親
友，也可能是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這也說明了「助人為快樂之本」
的道理。

歐陽諺說，很多人都有過向流動小販買口香糖、玉蘭花後，產生助人
為樂的經驗，對照大腦造影幸福感的研究，是相呼應的。至於個人型
的幸福感，大腦反應不如與他人有關的幸福來得強烈，可能和經驗多
寡有關。

龔俊嘉說，不同年紀的人都在追求幸福感，但定義可能也都不同，研
究團隊未來將嘗試研究不同族群、不同年紀與人生階段的幸福，探討
不同年紀的幸福定義，大腦的反應方式是否也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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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幸福感　成大揭大腦祕密 (2019/10/17)
 

　詹伯望／臺南報導

　成功大學心智影像研究中心暨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團隊昨天公布最新研究，以磁振造影儀（MRI）進行大腦造影，竟能「看見」只能意
會的幸福。感覺幸福時，大腦裡與自我最有關的兩個腦區，會出現由內向外擴展的血流變化，團隊認為類似華人的人際關係——以自我為
圓心，以親疏關係同心圓向外推展；幸福感愈高，這兩個腦區與分泌多巴胺的腦區，共振頻率也愈大。研究成果已發表於本月發行的
PLOS One期刊。

　龔俊嘉表示，多年前參與相關研發是他對幸福感研究的開端，例如，將孫兒稚嫩的話語設計成長輩的手機鈴聲，會比他人聲音更覺得幸
福，更記得吃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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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在哪裡 大腦告訴你 成大教授龔俊嘉研究幸福感 登國際
學術期刊PLOS One

       【記者于郁金/連凱斐/臺南報導】 每個人對幸福的感受不盡相同，幸福在哪裡，大腦告訴你！成大
心智影像研究中心暨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帶領電機所博士生歐陽諺、醫資所碩士生趙韓信，以磁振造
影儀（MRI）進行大腦造影，只能意會的幸福，竟能被看見。當感覺幸福時，大腦裡與自我概念最有
關的2個腦區，會出現由內（自我）向外（他人）以同心圓方向擴展的血流反應變化，團隊認為該影像
分佈類似華人的人際關係－以自我為圓心，以親疏關係（家人、密友、同事、路人）的同心圓向外推
展。此外，幸福感愈高，自我概念相關的2個腦區，與分泌多巴胺（產生快樂、滿足的酬賞感）的腦
區，共振頻率也愈大。研究成果於2019年10月發表於PLOS One期刊。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203974
      「幸福」是一種很抽象、很細緻又美好的感受，揉合了滿足、愉悅、開心、溫暖、平靜等情緒。龔
俊嘉表示，腦影像文獻中與幸福感相關的研究不多，多年前曾參與電機系增進「幸福感」相關裝置研
發，例如，將孫兒稚嫩的話語設計成長輩的手機鈴聲，會比他人聲音更覺得幸福，更記得吃藥等，從
而開啟對於「幸福感」的好奇，進而研究。
       團隊招募約20名受試者，到成大心智影像中心做fMRI大腦功能造影，一次一張，觀看母親親吻嬰
兒、工作、會議、結婚、一家人海邊散步、競賽得冠軍等各式圖片，請受試者針對圖片，按鍵回答
「讓你覺得多幸福？」
       感覺幸福時，大腦與自我概念最有關的2個腦區，會各自發亮，影像以同心圓方式擴散。個人型的
幸福感（比賽獨得冠軍），核心區比較亮。他人相關的幸福感（母親吻子女、三代同堂、一家人和樂
融融），同心圓的亮區離核心較遠，但範圍反而較大。龔俊嘉團隊從客觀的影像推論，幸福感可以從
「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來切入，多數受試者的亮區，都離核心區較遠，顯示出與人互動產生的幸
福感，高於個人功成名就的幸福感。
      大腦造影，2個腦區顯示出由內到外的影像，團隊認為與人類學家費孝通研究中國傳統社會，於
1950年所提出的人際關係「差序格局」很類似，都是從自我向外伸展，如同將石頭丟入水塘，水紋依
親疏遠近般的由內向外一圈圈擴散。
       龔俊嘉指出，造影的影像對「幸福感」提出生理性的支持。此外，與他人有關的幸福感大於個人
型的幸福感，這也說明了，為何人會對「自己在乎的人」做一些讓他們快樂、開心的事情，而所謂在
乎的人，不一定是關係緊密的親友，也可能是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這也說明了「助人為快樂之本」
的道理。
      博士生歐陽諺說，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在內，都有過向流動小販買口香糖、玉蘭花，會產生一種助人
為樂的經驗，對照大腦造影幸福感的研究，是相呼應的。至於個人型的幸福感，大腦反應不如與他人
有關的幸福來得強烈，可能與經驗多寡有關，比賽得冠軍過程很辛苦也不一定能達到，若沒有類似經
驗，自然反應較低，花小錢助人、全家和樂的經驗對多數人來生並不陌生，達成也不算太難，幸福感
相對較高。
      龔俊嘉表示，不同年紀的人都在追求幸福感，但定義可能都不同，未來將嘗試研究不同族群（如老
人、新手父母等）、不同年紀與人生階段的幸福，探討不同年紀的幸福定義，是否大腦的反應方式也
會有所不同。　

https://1.bp.blogspot.com/-B5fDyNdHGNw/Xab6eEoFpoI/AAAAAAAASp8/yBWfHlEuuj4jjaxn3uCFzG8294KYRikHgCLcBGAsYHQ/s1600/%25E5%258F%25B3%25E8%25B5%25B7%25E5%258D%259A%25E5%25A3%25AB%25E7%2594%259F%25E6%25AD%2590%25E9%2599%25BD%25E8%25AB%25BA%25E3%2580%2581%25E5%25BF%2583%25E7%2590%2586%25E7%25B3%25BB%25E5%2589%25AF%25E6%2595%2599%25E6%258E%2588%25E9%25BE%2594%25E4%25BF%258A%25E5%2598%2589%25E3%2580%2581%25E9%2586%25AB%25E8%25B3%2587%25E6%2589%2580%25E7%25A2%25A9%25E5%25A3%25AB%25E7%2594%259F%25E8%25B6%2599%25E9%259F%2593%25E4%25BF%25A1.jpg
https://1.bp.blogspot.com/-uI7sBnapOMg/Xab6fNQQ0aI/AAAAAAAASqA/1qk6qB4p2445IULeJzQ5_U2Qng8vydW1QCLcBGAsYHQ/s1600/screenshot_473.png


2019/10/17 衛福部陳時中談健康與社福政策 和未來職場相關 成大醫學院學生興味濃 | 蕃新聞

n.yam.com/Article/20191017411897 1/3

首頁 > 即時新聞

衛福部陳時中談健康與社福政策 和未來職場相
關 成大醫學院學生興味濃

大成報／于郁金 2019.10.17 10:55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連凱斐/臺南報導】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10月15日在成大醫學

院，於課後時間以「健康前景，集眾創福」主題，向師生演講，說明衛福部當前的3大

政策主軸方向，包括：優化醫療環境、發展長期照護、完善社會福利，他期待公私協

力、相互合作、集結眾人力量，來共創衛福的願景。 

由於演講內容與醫學院各系所學生未來的職涯環境習習相關，讓不少學生下課後仍留下

來聽講，希望對未來的職業規劃能有所助益。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表示，醫學院培養

的醫事專業人員是支持及執行衛生福利部照顧全民健康政策的人才，應該了解與支持衛

福部的相關政策規劃與執行，所以特別邀請陳時中部長舉行這場演講；同時，學生們也

可以藉此機會，了解醫療現在的環境生態與未來展望，作為未來職業規劃的參考。 

陳時中部長在演講提到，臺灣目前醫療產業的現況，以及衛福部的因應政策，如：因為

民眾健康意識的抬頭，使得健保醫療使用量增加，也有人力缺口，加上健保使得醫療的

可近性及便利性都很高，造成輕病排擠重症，醫事人員的工作量上升；為此，衛福部積

極推動分級醫療，並配合推廣健康資料自主管理，以及專科培訓，來改善問題。 

陳時中指出，而因為醫療工作性質特殊，造成平均工時過長、急診壅塞、五大科人力流

失等問題，衛福部提出了工時保障與多元調處方式，來保障醫護人員的權益；醫療糾紛

爭議，以及醫療暴力危及執業安全，則透過修法來改善。 

陳時中部長在醫療照護上也提到消除C肝的計畫，不僅在推行山地型原鄉C型肝炎完治

試辦計畫，並把C肝全口服新藥納入健保給付，總共有超過4萬名病人受惠，治療成功

率更平均達到97.5%。 

https://n.yam.com/
https://n.yam.com/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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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像是有關細胞治療的再生醫療，衛福部建構了管理制度，保障病人安全及醫療品

質，也促進生技研發與產業發展。還有強化緊急醫療後送的量能，包括船運、空運，也

有遠距會診平臺的建置。 

臺灣已是高齡化社會，長照服務也成為衛福部當前另一政策要項，一樣需要整合醫療院

所的資源，往社區布建，以提供居家服務、社區化的日間照顧、喘息服務等；衛福部加

強了人力培育，也提升照服務員的待遇，為提升長照服務能量加油；而在社會福利政策

方面，兒少育養、醫療及保護，以及社會安全網的強化，是衛福部的2項施政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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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臺灣躋升創新強國 教育部培育藝術設計菁英

2019-10-16 發佈 林宜箴 臺北

創新 教育部 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畫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5%89%B5%E6%96%B0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95%99%E8%82%B2%E9%83%A8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8%97%9D%E8%A1%93%E8%88%87%E8%A8%AD%E8%A8%88%E8%8F%81%E8%8B%B1%E6%B5%B7%E5%A4%96%E5%9F%B9%E8%A8%93%E8%A8%88%E7%9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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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學習時，我的外國同學們都很羨慕我！」參與教育部「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
訓計畫」的學生們，發自真心感謝自己國家有這樣的計畫。教育部107年度選送19位學
生遠赴美國、英國、德國、法國、荷蘭、加拿大、日本、澳洲、紐西蘭等8國共15家機
構進修、實習。今年這群學生分別從世界各國的設計名校或公司取經返國，對他們參與
的計畫與成果好奇嗎？歡迎到臺北華山1914文創產業園區4B館1F參觀，即日起將展覽
到20號。
 
代表數位媒體組報告成果的林姵瑄，分享了自己在法國研習時，她的同學們知道她能到
國外進修，是由國家出的錢，讓其他外國同學好生羨慕，林姵瑄由衷感謝教育部的計
畫，讓她能有到海外拓展眼界、精進實務能力的機會！
 

教育部部長潘文忠 與參與計畫的學生代表們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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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也正是教育部部長潘文忠所說，藝術與設計領域的人才，值得國家給予資源栽培，
計畫至近已送出286位學生出國，返國有254位，7成在國內知名公司就業，100%與藝
術設計有關，經過這幾年的培養，臺灣真的培養出許多設計領域傑出人才，因此計畫也
擴展到建築景觀、時裝設計等領域，也把名額增加。因為在世界經濟論壇的評論裡，臺
灣與美國、瑞典、德國並列為四個超級創新強國，因此對人才培育將更不遺餘力。
 
國立成功大學的陳彥婷前往美國藝術中心設計學院進修產品設計，不僅打磨設計的基本
工，也學到如何以設計服務真實世界。在產品設計課程中，除了為知名音響品牌B&O設
計燈飾，創作過程更因為老師的鼓勵而體會「惟有心有不惑的為設計所惑，才有可能感
動觀眾」，再次找到她對設計最初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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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儂牆最後一夜 成大辦晚會
2019-10-17

成大零貳社在成大校園連儂牆場地申請的最後一夜，舉辦晚會聲援香港

抗爭。眾人一起合唱了《願榮光歸香港》，現場約有百人到場力挺。

（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十六日是成大校園連儂牆場地申請的最後一夜，成大零貳社昨晚特別

舉辦晚會聲援香港抗爭，並邀請中研院副研究員吳叡人、港裔成大政治

系教授梁文韜等人站台，與成大學生議論港台兩地的民主現況。活動最

後眾人還一起合唱了《願榮光歸香港》，現場約有百人到場力挺。

 香港逃犯條例修訂爭議持續延燒，上週更傳出十五歲少女陳彥霖的浮

屍疑雲。成功大學異議性社團零貳社在校內「連儂牆」場地申請的最後

一天，主辦「還給香港一個光輝歲月—我在成大撐香港」聲援活動，成

大學生會協辦，校內數個學生組織包含國際社、TO拉酷社、政治系系學

會等也齊聲響應。

 成大零貳社社長張建邦表示，這是一個香港人為了擺脫黑警暴力及全

面管制的歷史時刻。他說，今年的光輝十月不屬於中國政府，而是每一

個香港人自由的靈魂擺脫腐化，爭取光明、持續前行的光輝歲月。

 張建邦表示，連儂牆只是一種聲援的形式，連儂牆的結束不是成大學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3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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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聲援香港的結束，而是將榮光與祝福投入校園的開始。他們也期望透

過傳唱《願榮光歸香港》，喚起成大校園對民主意識及政治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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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零貳社在校內舉辦「還給香港一個光輝歲
月——我在成大撐香港」晚會，用行動聲援香
港。 �（記者劉婉君攝）

成大連儂牆上貼滿聲援香港的聲音。 �（記者
劉婉君攝）

2019-10-17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香港「反送中」抗爭持續延燒，國立成功大學學生除了在校園設置

連儂牆聲援香港外，成大零貳社昨晚並在校內連儂牆場地申請最後一夜，舉辦「還給香港一個

光輝歲月——我在成大撐香港」晚會，獲得多個校內學生組織響應，會中合唱《讓榮光歸香

港》，以行動力挺香港抗爭民眾。

多位教授出席響應

晚會在成大光復校區學生活動中心前舉行，中研院副

研究員吳叡人、港裔成大政治系教授梁文韜、成大醫

學系教授謝奇璋都出席，與成大學生及民眾一同議論

港台兩地的民主現況，活動除了由成大學生會協辦

外，成大國際社、TO拉酷社、政治系系學會等也一

同參與，現場有上百人響應。

謝奇璋表示，藍營說亡國感是假議題，但亡國感其實

一直存在，我們現在不努力，世世代代變奴隸。

盼喚起校園對民主的關懷

成大零貳社社長張建邦表示，連儂牆只是一種聲援的

形式，連儂牆結束不是成大學生聲援香港的結束，而

是將榮光與祝福投入校園的開始，這是香港人為了擺

脫黑警暴力及全面管制的歷史時刻，期望透過傳唱

《願榮光歸香港》，喚起成大校園對民主意識及政治

的關懷。

協辦的成大學生會會長蔡一愷指出，雖然校內的連儂

牆場地申請結束，校門口的連儂牆仍會繼續下去，也

歡迎大家前往表達意見，並尊重不同意見。�

上百成大生撐香港 連儂牆前大合唱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325303/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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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晚會現場）

成大學生趕在校園連儂牆場地申請的最後一夜，晚間7時舉行「還給香港一個光輝

歲月—我在成大撐香港」活動，上百名學生到場聆聽參與，活動最後全體大合唱

《願榮光歸香港》，用實際行動聲援香港抗爭。

 

「還給香港一個光輝歲月—我在成大撐香港」今晚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的活動中

心木製舞台、草皮舉行，由成大零貳社主辦、成大學生會協辦，成大政治系學

會、成大國際社、成大TO拉酷社等多個團體響應聲援，除了學生輪流發言，包括

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等多名教授也上台發表對這陣子香港抗爭的看法。

 

成大醫學系教授謝奇璋指出，藍營人士認為「亡國感」是操作議題，但亡國感確

實一直都在，「如果我們不努力，世世代代子孫就將當奴隸」。

 

港裔成大政治系教授梁文韜拿著「NO CHINA」看板上台致詞，他說，香港跟台

灣是命運共同體，這次香港非常多年輕人站出來，透過講述分享香港與台灣間的

連結和政治現況。

 

成大學生會長蔡一愷發表看法時不忘呼籲擁有投票權的大學生，2020年要用選票

懲罰身在台灣卻成為中共代理人的政治人物，一起「護台防中」。

 

成大零貳社社長張建邦表示，目前正是香港人為擺脫黑警暴力及全面管制的歷史

時刻，也是香港人爭取光明與自由，持續前行的光輝歲月。

 

張建邦說，成大連儂牆結束並非成大學生聲援香港的結束，「而是將榮光與祝福

投入校園的開始」，希望透過今晚活動，喚起成大校園對民主意識及政治的關

懷，願香港、台灣、民主自由都能撐住，「也讓榮光照射到我們的美麗島。」

（李恩慈／台南報導）

發稿時間：14:22

更新時間：20:49

 

成大連儂牆今最後一夜 百名學生大合唱撐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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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園連儂牆貼滿許多人親筆寫下給香港的祝福與加油。李恩慈攝

有民眾在成大連儂牆貼上口罩，並標註「我有權，戴口罩！」李恩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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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連儂牆貼滿給香港的祝福與加油。李恩慈攝

「還給香港一個光輝歲月—我在成大撐香港」活動在成大舉行，上百名學生到場聆聽參

與。李恩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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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學生舉辦「還給香港一個光輝歲月—我在成大撐香港」活動。李恩慈攝

「還給香港一個光輝歲月—我在成大撐香港」活動在成大舉行，上百名學生到場聆聽參

與。李恩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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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學生舉辦「還給香港一個光輝歲月—我在成大撐香港」活動。李恩慈攝

關鍵字 成大 連儂牆 撐香港

https://tw.appledaily.com/search/result?querystrS=%E6%88%90%E5%A4%A7
https://tw.appledaily.com/search/result?querystrS=%E9%80%A3%E5%84%82%E7%89%86
https://tw.appledaily.com/search/result?querystrS=%E6%92%90%E9%A6%99%E6%B8%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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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挺香港反送中 成大連儂晚會籲護台防中
最新更新：2019/10/16 21:06

聲援香港「反送中」，國立成功大學零貳社16日晚間在成大光復校區舉辦連儂晚會，邀請成大學生會及
校內社團、成大教授上台宣講。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攝 108年10月16日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6日電）聲援香港「反送中」，國立成功大學零貳社今晚

在成大光復校區舉辦連儂晚會，成大學生會長蔡一愷在會中呼籲學生們2020年用選

票懲罰在台灣成為中共代理人的政治人物，護台防中。

成大連儂晚會今晚在光復校區學生活動中心前的木製舞台登場，舞台前一字排開連儂

牆，展現學生們支持香港的決心。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c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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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連儂晚會由成大零貳社主辦，邀請成大學生會及校內社團、成大教授上台宣講，

現場設備雖簡陋，但台下或站或坐數十名學生，靜靜地聽著台上講述香港和台灣間的

連結和現況，充分顯露成大自由的學風。

香港「返送中」延燒數個月來，NBA事件、南方四賤客的調侃、香港15歲女泳將成

全裸浮屍，都在會中被提起，國家認同、一國兩制和台灣民主自由也被拿出來討論。

成大連儂晚會預定今晚9時許在大合唱「願榮光歸香港」中落幕，零貳社希望透過這

場晚間集會，喚起成大校園的民主意識及對政治的關懷，也期盼榮光照射台灣這個美

麗的島嶼。（編輯：林沂鋒）1081016



2019/10/17 成大連儂牆最後一夜 百生齊呼撐香港 | 地方 | NOWnews 今日新聞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1017/3695205/ 1/3

成大連儂牆最後一夜 百生齊呼撐香港
記者陳聖璋 / 台南報導 - 2019-10-17 08:45:34

成大校園連儂牆場地申請16日是最後一天，當天晚間7點舉行「還給香港一個光輝歲月-我在成大撐香港」聲援活

動，近百位學生到場聆聽，用實際行動聲援香港抗爭；活動最後大家一起合唱「香港國歌」《願榮光歸香港》。

▲近百位學生到場聲援「我在成大撐香港」。（圖／記者陳聖璋攝，2019.10.16）

香港逃犯條例修訂爭議持續延燒，上週更傳出15歲少女陳彥霖的浮

屍疑雲。成功大學異議性社團零貳社在校內「一活連儂牆」場地申請的最後一天，主辦「還給香港一個光輝歲月-

我在成大撐香港」聲援活動，由成大學生會協辦，校內數個學生組織包含國際社、TO拉酷社、政治系系學會等

也齊聲響應。

成大零貳社社長張建邦表示，這是一個香港人為了擺脫黑警暴力及全面管制的歷史時刻。他說，今年的光輝十月

不屬於中國政府，而屬於每一個香港人、每個擺脫腐化的自由靈魂，爭取光明、持續前行的光輝歲月。

▲成大校園連儂牆場地申請最後一天晚間，成大零貳社等團體舉辦「還給香港一個光輝歲月-我在成大撐香港」聲
援活動。（圖／記者陳聖璋社，201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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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NO CHINA」手板的港裔成大政治系教授梁文韜。（圖／記者陳聖璋攝，2019.10.16）

張建邦指出，連儂牆只是一種聲援的形式，因此連儂牆的結束不是成大學生聲援香港的結束，而是將榮光與祝福

投入校園的開始。期望透過傳唱《願榮光歸香港》，喚起成大校園對民主意識及政治的關懷，「也讓榮光照射到

我們的美麗島。」

成大醫學系教授謝奇璋指出，有政治人物指「亡國感」是政治操作議題，但亡國感確實存在，他強調，「如果我

們現在不努力，世世代代就將當奴隸」。

▲成功大學的「連儂牆」。（圖／記者陳聖璋攝，2019.10.16）

手持「NO CHINA」手板的港裔成大政治系教授梁文韜說，香港和台灣是命運共同體，這次有非常多的香港年輕

人站出來，親自分享香港與台灣間的連結和政治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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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儂牆上的標語。（圖／記者陳聖璋攝，2019.10.16）

成大學生會會長蔡一愷呼籲擁有投票權的大學生，2020年要用選票懲罰身在台灣卻成為中共代理人的政治人物，

一起「護台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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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連儂牆最後一夜　百位師生齊唱「願榮光歸
香港」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成大校園連儂牆場地申請10月16日是最後一天，晚上7時舉行「還給香港一個光輝歲

月-我在成大撐香港」聲援活動，近百位學生到場聆聽，用實際行動聲援香港抗爭；活

動最後大家一起合唱「香港國歌」《願榮光歸香港》，為這場活動作結束（圖／記者

林悅翻攝，下同）。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5%9C%B0%E6%96%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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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逃犯條例修訂爭議持續延燒，上週更傳出15歲少女陳彥霖的浮屍疑雲。成功大學

異議性社團零貳社，在校內「一活連儂牆」場地16日是申請最後一天，主辦「還給香

港一個光輝歲月-我在成大撐香港」聲援活動，由成大學生會協辦，校內數個學生組織

包含國際社、TO拉酷社、政治系系學會等也齊聲響應。

吳叡人教授現身發言，一如過去在各大集會遊行，發人省思且澎湃激昂的發言，吳叡

人說：今天是香港抗爭第130天，「香港共同體」的概念在運動中顯現；香港人的身

分認同跟中國認同出現了明顯的區隔，中國人成為此共同體的對立面。吳叡人堅定地

說道，連儂牆將香港與全世連結在一起，每座連儂牆都是小香港，也是小世界，同時

更是自由與集權的對抗；提醒大家不要小看連儂牆的保衛戰。接著吳叡人教授用他一

貫有力的聲音帶領台下聽眾喊口號，以「寧做飛灰 不做浮塵」為台灣人和香港人加

油。

成大政治系梁文韜教授表示，有人說「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但事實是就算大

家不關心政治，政治也會關心你；接著分享了一些這次運動中香港人面對生活上的影

響的例子。他嚴厲地說道，香港和台灣的社會運動，和中國這個極權政府息息相關，

港台可說是命運共同體，都受中國深刻影響；梁教授接著疾呼，希望台灣人真實理解

和平協議的定義，不要被和平之名蒙騙。

作為成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教授，謝奇璋也受邀出席發言。謝奇璋表示，香港的

事情跟我們息息相關，台灣跟香港地緣上非常接近，卻很多台灣人搞不清楚香港的事

情；面對台灣今日處境，如果我們不努力，將來我們的子孫將世世代代做奴隸。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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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討論一國兩制時，中國說翻臉就翻臉，今日香港的處境，非常有可能是就是明日

台灣的處境。謝教授也在演說最後，呼籲在場的大家支持香港人民的處境。

成大零貳社社長張建邦表示，他意識到當身處在自由年代時，如此舒服、無憂地過著

我們想要的生活時，其實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或許會在不久

的將來成真。但今天的晚會，讓他相信這是個奮力一搏還有一絲希望的年代，在這

裡，台灣人、香港人匯集在一起，這是一個理想及理想之間相互輝映的光輝歲月。張

建邦表示，在這個被迫對政治表態，被迫見證人性衰頹，無論做出什麼都會被視為造

反的殘破年代。他對台下的觀眾問道：「台灣人，香港人，妳我要站在歷史的哪一邊

呢？」

成大學生會會長蔡一愷表示，希望這場晚會能夠給香港學生力量，成大學生會跟學生

們站在一起，支持香港學生，一起為香港加油。成大國際社社長周祖彣分享了自身在

旅遊時，因為在臉書上發表與香港相關之言論而被中國海關扣留的經驗，進而體會到

中國是沒有自由的地方，並因此開始思考自由到底是什麼。成大TO拉酷社社長黃思齊

表示，同志族群跟香港人處境很類似，例如在社會中都是權力較低的弱勢者，他們的

聲音都需要被聽見。最後他以葉永鋕媽媽說的話做結：「不要哭，我們沒有錯」，並

將這句話獻給同志族群和香港人。

成大政經所港籍學生馮琮瑋表示，他非常明白在台香港人無法在第一現場的無奈，但

他想提醒香港人其實現在還有事情可以做，例如從影響身邊的人做起。馮琮瑋激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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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希望大家保持獨立的思想，持續思考在台灣和香港，我們該如何面對中國這個極

權國家。



2019/10/17 成大外語中心招生 | 中華日報|中華新聞雲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35198 1/1

成大外語中心招生
2019-10-17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外語中心第一二一期推廣教育外語進修班正招生中，這期將

新推出韓語、阿拉伯語、印尼語及緬甸語等課程，即日起至十月廿八日

止受理報名。

 成大外語中心表示，目前正受理報名的最新一期推廣教育外語進修

班，上課日期從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十九日，共計二十四堂課。

 開課班別包括英語正音班、英語會話入門、英語會話初級、初中級及

中級，還有看電影學生活英文與文化、暢談Ｔｅｄ和新聞趣事、托福Ｉ

ＢＴ聽力與閱讀、托福寫作、新制多益聽力與閱讀、多益技巧養成班、

ＩＥＬＴＳ實力養成班、日語、韓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泰語、

越南語、阿拉伯語、印尼語。

 詳細簡章可至成大外語中心索取或至該中心網站下載，可通訊報名或

網路線上報名，洽詢電話（０六）二七五七五七五轉五二０二０。網路

線上報名網址：http://nckustory.ncku.edu.tw/resweb。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3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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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老越不容易生小孩！這些生活習慣是關鍵

（主流傳媒記者吳敏慈／台南報導）女性生殖力衰竭，如何保存一線生機？

現代人不少晚婚或是不想太早生小孩，但隨著年齡的增高，女性的生殖力會老化、衰竭，超過40歲以上想要懷

孕就很吃力了，可能因而失去生育的機會。

但台灣仍有高齡懷孕案例，2013、2018年分別各有1位62歲婦人經由人工生殖技術，成功懷孕生產。成大醫

院婦產部醫師陳達生表示，如果想要保留一線「生」機，女性在35歲以後可以「凍卵」方式，來預防不孕的可

能性。

他表示，科技可以幫助克服生殖力的老化的問題，但無法做到「完全」，因為男的精子、女的卵子的品質都會

隨年齡逐漸衰竭，造成不孕症或是胎兒異常。目前試管嬰兒的胚胎培養與篩選技術(PGT-A)雖然進步，但遇到

卵巢衰竭沒有好的卵子可以挑選，克服不孕的挑戰還是困難重重。

陳達生說，根據統計，女性平均一生能排出300至400顆卵子，20至30歲的女性每月排出卵子的品質最好，

但35歲過後品質開始明顯下降，45歲後就算嘗試多次試管嬰兒治療都很難成功懷孕。

雖有高齡懷孕案例，其實較多是依靠捐贈卵子的協助，若想要生下基因完全由自己與另一半組成的孩子，除將

卵子及早冷凍保存，預防與篩檢的工作也同樣重要。

陳達生指出，在預防方面，首要注意的是高糖、高熱量飲料。根據不孕症權威期刊研究，每天1杯含糖飲料會

降低25%的受孕能力；若是接受試管嬰兒治療者，每天1杯含糖飲料相較於未喝的人，活產率更是少了4成。

試管嬰兒治療相當昂貴，女性又要挨很多針，嘗試懷孕的女性千萬不可因小失大。

飲食方面，塑化劑與雙酚A也是容易被忽略掉的殺手，這些帶給我們生活方便的化學物質如塑膠容器，可能在

高溫接觸、酸鹼處理、微波加熱等過程釋放到食物中，造成內分泌失調與不孕症，甚至致癌。女性常用的化妝

品、指甲油或香水，為了讓香味與顏色能穩定持久，也可能違法添加塑化劑。

除了飲食，陳達生表示，培養運動習慣則是提高生殖力的關鍵。研究指出，接受試管嬰兒治療的肥胖患者

(BMI>30)，有運動習慣的活產率要高出沒有運動習慣者3倍，所以培養運動習慣加上注意飲食，是預防生殖

力衰竭的最好辦法。

除了預防，也要注意篩檢，以能及早發現生殖力衰竭趨勢的症狀，最常見的就是月經不規則，或月經量少。若

月經間隔90天以上，或過去1年月經來9次以下，都建議就醫檢查，以確認是否為卵巢衰竭或常見的多囊性卵

巢等內分泌異常。

他表示，一般女性若有家族提早停經的病史，或有不明原因的智力障礙，可就醫篩檢是否有卵巢早衰的狀況。

有懷孕計畫的年輕夫妻，則可先嘗試半年自然懷孕，若沒有消息，則可就醫檢查是否有卵巢衰竭或其他不孕症

問題。

陳達生指出，即使目前試管嬰兒的胚胎培養與篩選技術(PGT-A)相當進步，但若是遇到卵巢衰竭，沒有好的卵

子可以挑選，不孕的挑戰還是困難重重；因此，若發現卵巢功能衰竭，最好的辦法就是盡快凍卵保存。

目前專家的共識認為，要保留生兒育女的一線「生」機，35歲以後女性可以考慮凍卵的選項；至於年輕罹患癌

症的患者若有生育打算，可詢問醫師如何保留生殖力的選項，以避免癌症治療使卵巢衰竭。

2019-10-16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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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婦產部醫師陳達生(右)表示，女性在35歲以後可以「凍卵」方式，來預
防不孕的可能性。(記者吳敏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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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1杯糖飲 受孕力降25％ 醫：

培養運動習慣 是提高生殖力關

鍵
2019-10-17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現代人晚婚，生小孩不易，成大醫院產部醫師陳達生指出，生小孩除

了年紀不要太大之外，糖也跟不孕有關係。根據不孕症權威期刊F&S研

究證實，每天1杯含糖飲料會降低25%的受孕能力。

 陳達生說，每天1杯含糖飲料會降低受孕能力，糖的濃度約指100公克

的水加10公克的糖，這也是大眾普遍愛喝的甜度，飲用時間通常需持續

1年以上。接受試管嬰兒治療者每天1杯含糖飲料相較於未喝的活產率少

了4成。

 陳達生指出，隨著年齡增加，女性的生殖力會老化、衰竭。20-30歲

的女性每月排出卵子的品質最好，35歲過後品質明顯下降，超過40歲以

上想要懷孕就很吃力，可能因而失去生育的機會。雖然也有高齡懷孕，

但往往需藉由人工生殖技術，成功懷孕生產的案例很少。如果想保留一

線「生」機，女性在35歲以後可以「凍卵」預防不孕的可能性。

 他說，除了飲食避免高糖，塑化劑與雙酚A也會造成內分泌失調與不

孕症，甚至致癌；像女性常用的化妝品、指甲油或香水，為了讓香味與

顏色能穩定持久，也可能違法添加塑化劑。培養運動習慣則是提高生殖

力的關鍵，研究指出，接受試管嬰兒治療的肥胖患者（BMI大於30），

有運動習慣的活產率要高出沒有運動習慣者3倍。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3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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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陳達生指
出據研究，適孕女性每天喝1杯含
糖飲料、連續喝上1年，受孕力會
降低2成5。（記者王俊忠攝）

成大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陳達生
（右者）指出據研究，適孕女性每

2019-10-16 18:34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現代女性多晚婚或不想早生小孩，但隨著年齡

增長，女性生殖力會老化、衰竭，逾40歲想懷孕會很吃力！成大醫院婦產

科醫師指除了女性高齡問題，預防也很重要，有研究顯示適孕男女如每天

喝1杯含糖飲料、連續飲用1年，受孕力會降低2成5，忌口少喝含糖飲料有

助「生機」！

成大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陳達生表示，男

女想有好孕，在預防方面首要注意是避免

高糖、高熱量飲料。根據不孕症權威期刊

F&S在2017年與2018年的研究，適孕男

女每天喝1杯含糖飲料、連續喝上1年，會

降低約2成5的受孕能力，一般含糖飲料是

指每100公克飲料就含10公克的糖。

而若是接受試管嬰兒治療者，孕婦每天喝

1杯含糖飲料，相較於沒喝糖飲料的人，

活產率更是少了4成。陳醫師說，試管嬰

兒治療費用相當昂貴，女性又要挨很多

針，嘗試懷孕的女性千萬不要為了喝糖飲

料導致因小失大。

在飲食上，陳達生說，塑化劑與雙酚

A（BPA）也是易被忽略的懷孕殺手，這

些帶給我們生活方便的化學物質如塑膠容

器，可能在高溫接觸、酸鹼處理、微波加

熱等過程釋放有害物質到食物裡，造成吞

下肚後出現內分泌失調或不孕症、甚至致

癌；而培養良好運動習慣與注意飲食也是

提高生殖力的要素。

在篩檢方面，這位婦科醫師說，能及早發

現生殖力衰竭趨勢的症狀，最常見是月經

醫師：每天1杯含糖飲料連喝1年 受孕力降2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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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喝1杯含糖飲料、連續喝上1
年，受孕力會降低2成5。（記者
王俊忠攝）

不規則或月經量少，若月經間隔90天以

上，或過去1年月經來9次以下，都建議就

醫檢查，以確認是否為卵巢衰竭或常見的

多囊性卵巢等內分泌異常問題。

陳達生認為，一般女性若有家族提早停經病史或不明原因的智力障礙，可

就醫篩檢是否有卵巢早衰狀況？有懷孕計畫的年輕夫妻可先試著半年自然

懷孕，若沒有消息，再就醫檢查是否卵巢衰竭或有其他不孕症問題。

醫師強調，即使目前試管嬰兒的胚胎培養與篩選技術（PGT-A）相當進

步，但若遇到卵巢衰竭、沒有好的卵子可挑選，不孕挑戰依舊困難重重。

若發現卵巢功能衰竭，最好辦法是儘快凍卵保存，目前專家共識認為要保

留生兒育女的一線「生」機，可仿效名模林志玲凍卵作法，逾35歲的女性

可以考慮凍卵；至於年輕罹癌患者如有生育打算，可諮詢醫師如何保留生

殖力，以免治療癌症時使卵巢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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