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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公衛所新南向計畫 孟加拉26位專家學者前來研習
孫宜秋／南市

2019/1/23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協助政

府推動新南向政策，成大醫學院公共

衛生所舉辦為期10天的研習課程，以

「2018-2019 New Southbound Policy

in Taiwan- Seminars for Public Health

Research」為主題，邀請孟加拉國26

位專家學者遠道而來，透過研討及實際參訪，了解成大公衛相關課程及資源，發展

可能合作之研究議題，藉由醫療衛生軟實力，也擴大我國在新南向國家的影響力。
 

 成大公衛所獲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自20日至29日辦理「專題人才研習班」，

孟加拉方面反應非常踴躍，包括孟加拉健康科學大學（Bangladesh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 BUHS）校長Dr. Faridul Alam親自率領公衛學院、應用健康學院院

長，以及社區醫學、社區營養、流行病學、非傳染病等學系等系主任，還有達卡大

學（University of Dhaka, DU）、南北大學（North South University, NSU）、國立

預防與社會醫學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preventive and social Medicine,

NIPSOM）專家學者、主管及醫師參與。
 

 該研習課程首先安排實地參觀成大附設醫院，並進行成大公衛所與孟加拉健康科

學大學的簡報加深雙方了解。成大公衛所所長胡淑貞強調，成大公衛所於研習課程

上分享課程發展、研究分析及衛生政策的經驗，進一步也透過研討及參訪，讓外賓

了解我國的公共衛生與醫療現況，學習分析與處理健康不平等之問題。
 

 胡淑貞指出，由於東南亞國家的公共衛生相關師資，仍有許多人尚未獲得博士學

位，藉此也希望吸引來訪學校推薦優秀學生前來攻讀博士學位，未來國際博士生回

到自己國家進行公共衛生相關研究，可由公衛所教授及當地老師共同指導，深化對

新南向國家之了解與實際夥伴合作關係。學成歸國後，如在該國擔任重要職位發展

所學，也可作為台灣及新南向國家公共衛生相關系所持續交流的基礎，讓新南向計

畫可以更廣更深。
 

 胡淑貞表示，該計畫緣起為2016年暑假，孟加拉健康科學大學家庭醫學暨牙科學

主任Dr. Anower Hussain Mian應邀來台訪問，Anower主任回國後，積極規劃雙方之

合作研究，並在其熱情邀請下，公衛所由李中一老師於隔（2017）年12月回訪。在

回訪過程中發現發展中國家之公共衛生問題雖與台灣不同，但也有相同之處，例如

登革熱防治問題、毒品藥物濫用問題、肥胖問題，以及第二型糖尿病發生率與盛行

率逐年增加之問題。雙方也期待透過此次計畫研習，深度了解探討進一步合作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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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課程首先安排實地參觀成大附設醫院。(成大公衛所提供)

成大公衛所新南向計畫孟加拉26位專家學者前來研習

大 中 小
  

〔市民時報記者林祥生台南報導〕  協助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成大醫學院公共衛生所舉辦
為期10天的研習課程，以「2018-2019 New Southbound Policy in Taiwan- Seminars for Public
Health Research」為主題，邀請孟加拉國26位專家學者遠道而來，透過研討及實際參訪，了
解成大公衛相關課程及資源，發展可能合作之研究議題，藉由醫療衛生軟實力，也擴大我
國在新南向國家的影響力。

 成大公衛所獲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自20
日至29日辦理「專題人才研習班」，孟加拉
方面反應非常踴躍，包括孟加拉健康科學大
學（Bangladesh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
BUHS）校長Dr. Faridul Alam親自率領公衛學
院、應用健康學院院長，以及社區醫學、社
區營養、流行病學、非傳染病等學系等系主
任，還有達卡大學（University of Dhaka,
DU）、南北大學（North South University,
NSU）、國立預防與社會醫學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preventive and social Medicine, NIPSOM）專家學者、主管及醫師參
與。 該研習課程首先安排實地參觀成大附設醫院，並進行成大公衛所與孟加拉健康科學大
學的簡報加深雙方了解。

 成大公衛所所長胡淑貞強調，成大公衛所於
研習課程上分享課程發展、研究分析及衛生
政策的經驗，進一步也透過研討及參訪，讓
外賓了解我國的公共衛生與醫療現況，學習
分析與處理健康不平等之問題。

 胡淑貞指出，由於東南亞國家的公共衛生相
關師資，仍有許多人尚未獲得博士學位，藉
此也希望吸引來訪學校推薦優秀學生前來攻
讀博士學位，未來國際博士生回到自己國家
進行公共衛生相關研究，可由公衛所教授及

當地老師共同指導，深化對新南向國家之了解與實際夥伴合作關係。

 學成歸國後，如在該國擔任重要職位發展所學，也可作為台灣及新南向國家公共衛生相關
系所持續交流的基礎，讓新南向計畫可以更廣更深。 胡淑貞表示，該計畫緣起為2016年暑
假，孟加拉健康科學大學家庭醫學暨牙科學主任Dr. Anower Hussain Mian應邀來台訪問，
Anower主任回國後，積極規劃雙方之合作研究，並在其熱情邀請下，公衛所由李中一老師
於隔年12月回訪。

 在回訪過程中發現發展中國家之公共衛生問題雖與台灣不同，但也有相同之處，例如登革
熱防治問題、毒品藥物濫用問題、肥胖問題，以及第二型糖尿病發生率與盛行率逐年增加
之問題。雙方也期待透過此次計畫研習，深度了解探討進一步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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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學院公共衛生所邀請孟加拉國26位專家學者合影留念。（圖/公衛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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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公衛所獲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自20日至29日辦理「專題人才研習班」，孟加拉方面反應非常踴躍，包括孟加拉健康科學大

學（Bangladesh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 BUHS）校長Dr. Faridul Alam親自率領公衛學院、應用健康學院院長，以及社區醫

學、社區營養、流行病學、非傳染病等學系等系主任，還有達卡大學（University of Dhaka, DU）、南北大學（North South

University, NSU）、國立預防與社會醫學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preventive and social Medicine, NIPSOM）專家學者、主

管及醫師參與。雙方透過此次計畫研習，深度了解探討進一步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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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課程首先安排實地參觀成大附設醫院。（圖/公衛所提供）
 

 

協助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成大醫學院公共衛生所舉辦為期10天的研習課程，以「2018-2019 New Southbound Policy in Taiwan-

Seminars for Public Health Research」為主題，邀請孟加拉國26位專家學者遠道而來，透過研討及實際參訪，了解成大公衛相關課

程及資源，發展可能合作之研究議題，藉由醫療衛生軟實力，也擴大我國在新南向國家的影響力。
 

 

該研習課程首先安排實地參觀成大附設醫院，並進行成大公衛所與孟加拉健康科學大學的簡報加深雙方了解。成大公衛所所長胡淑貞

強調，成大公衛所於研習課程上分享課程發展、研究分析及衛生政策的經驗，進一步也透過研討及參訪，讓外賓了解我國的公共衛生

與醫療現況，學習分析與處理健康不平等之問題。
 

 

胡淑貞指出，由於東南亞國家的公共衛生相關師資，仍有許多人尚未獲得博士學位，藉此也希望吸引來訪學校推薦優秀學生前來攻讀

博士學位，未來國際博士生回到自己國家進行公共衛生相關研究，可由公衛所教授及當地老師共同指導，深化對新南向國家之了解與

實際夥伴合作關係。學成歸國後，如在該國擔任重要職位發展所學，也可作為台灣及新南向國家公共衛生相關系所持續交流的基礎，

讓新南向計畫可以更廣更深。
 

 

胡淑貞表示，該計畫緣起為2016年暑假，孟加拉健康科學大學家庭醫學暨牙科學主任Dr. Anower Hussain Mian應邀來台訪問，

Anower主任回國後，積極規劃雙方之合作研究，並在其熱情邀請下，公衛所由李中一老師於隔（2017）年12月回訪。在回訪過程中

發現發展中國家之公共衛生問題雖與台灣不同，但也有相同之處，例如登革熱防治問題、毒品藥物濫用問題、肥胖問題，以及第二型

糖尿病發生率與盛行率逐年增加之問題。雙方也期待透過此次計畫研習，深度了解探討進一步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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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學院公衛所新南向計畫 孟加拉26位專
家學者前來研習

協助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成大醫學院公共衛生所舉辦為期10天的研習課程，以「2018-

2019 New Southbound Policy in Taiwan- Seminars for Public Health Research」為主題，

邀請孟加拉國26位專家學者遠道而來，透過研討及實際參訪，了解成大公衛相關課程及資

源，發展可能合作之研究議題，藉由醫療衛生軟實力，也擴大我國在新南向國家的影響

力。

成大公衛所獲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自20日至29日辦理「專題人才研習班」，孟加拉方

面反應非常踴躍，包括孟加拉健康科學大學校長Dr. Faridul Alam親自率領公衛學院、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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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學院院長，以及社區醫學、社區營養、流行病學、非傳染病等學系等系主任，還有達

卡大學（University of Dhaka, DU）、南北大學（North South University, NSU）、國立預

防與社會醫學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preventive and social Medicine, NIPSOM）專

家學者、主管及醫師參與。

研習課程首先安排實地參觀成大附設醫院，並進行成大公衛所與孟加拉健康科學大學的簡

報加深雙方了解。

成大公衛所所長胡淑貞強調，成大公衛所於研習課程上分享課程發展、研究分析及衛生政

策的經驗，進一步也透過研討及參訪，讓外賓了解我國的公共衛生與醫療現況，學習分析

與處理健康不平等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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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學院公衛所新南向計畫　孟加拉26位專家學者

前來研習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19-01-23 00:13

成大醫學院公衛所新南向計畫，孟加拉26位專家學者前來研習。

協助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成大醫學院公共衛生所舉辦為期10天的研習課程，以

「2018-2019 New Southbound Policy in Taiwan- Seminars for Public Health

Research」為主題，邀請孟加拉國26位專家學者遠道而來，透過研討及實際參

訪，了解成大公衛相關課程及資源，發展可能合作之研究議題，藉由醫療衛生軟

實力，也擴大我國在新南向國家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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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公衛所獲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自20日至29日辦理「專題人才研習班」，

孟加拉方面反應非常踴躍，包括孟加拉健康科學大學校長Dr. Faridul Alam親自率

領公衛學院、應用健康學院院長，以及社區醫學、社區營養、流行病學、非傳染

病等學系等系主任，還有達卡大學（University of Dhaka, DU）、南北大學

（North South University, NSU）、國立預防與社會醫學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preventive and social Medicine, NIPSOM）專家學者、主管及醫師

參與。

研習課程首先安排實地參觀成大附設醫院，並進行成大公衛所與孟加拉健康科學

大學的簡報加深雙方了解。

成大公衛所所長胡淑貞強調，成大公衛所於研習課程上分享課程發展、研究分析

及衛生政策的經驗，進一步也透過研討及參訪，讓外賓了解我國的公共衛生與醫

療現況，學習分析與處理健康不平等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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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協助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成大醫學院公共衛生所舉辦為期10天的研習課程，以「201

8-2019 New Southbound Policy in Taiwan- Seminars for Public Health Researc

h」為主題，邀請孟加拉國26位專家學者遠道而來，透過研討及實際參訪，了解成大公

衛相關課程及資源，發展可能合作之研究議題，藉由醫療衛生軟實力，也擴大我國在新

南向國家的影響力。

 

成大公衛所獲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自20日至29日辦理「專題人才研習班」，孟加

拉方面反應非常踴躍，包括孟加拉健康科學大學校長Dr. Faridul Alam親自率領公衛學

院、應用健康學院院長，以及社區醫學、社區營養、流行病學、非傳染病等學系等系主

任，還有達卡大學（University of Dhaka, DU）、南北大學（North South Universit

y, NSU）、國立預防與社會醫學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preventive and social

Medicine, NIPSOM）專家學者、主管及醫師參與。

 

研習課程首先安排實地參觀成大附設醫院，並進行成大公衛所與孟加拉健康科學大學的

簡報加深雙方了解。

 

成大公衛所所長胡淑貞強調，成大公衛所於研習課程上分享課程發展、研究分析及衛生

政策的經驗，進一步也透過研討及參訪，讓外賓了解我國的公共衛生與醫療現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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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處理健康不平等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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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學院公衛所新南向計畫 孟加拉26位專家學者前來研習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協助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成大醫學院公共衛生所舉辦為期10天的研習課程，以「2018-

2019 New Southbound Policy in Taiwan- Seminars for Public Health Research」為主

題，邀請孟加拉國26位專家學者遠道而來，透過研討及實際參訪，了解成大公衛相關課程

及資源，發展可能合作之研究議題，藉由醫療衛生軟實力，也擴大我國在新南向國家的影

響力。

成大公衛所獲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自20日至29日辦理「專題人才研習班」，孟加拉方

面反應非常踴躍，包括孟加拉健康科學大學校長Dr. Faridul Alam親自率領公衛學院、應用

健康學院院長，以及社區醫學、社區營養、流行病學、非傳染病等學系等系主任，還有達

卡大學（University of Dhaka, DU）、南北大學（North South University, NSU）、國立

預 防 與 社 會 醫 學 研 究 院 （ National institute of preventive and social Medicine,

NIPSOM）專家學者、主管及醫師參與。

台灣好 2019/01/23 00:13(8小時前)

https://times.hinet.net/times/realtime?cp=c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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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課程首先安排實地參觀成大附設醫院，並進行成大公衛所與孟加拉健康科學大學的簡

報加深雙方了解。

成大公衛所所長胡淑貞強調，成大公衛所於研習課程上分享課程發展、研究分析及衛生政

策的經驗，進一步也透過研討及參訪，讓外賓了解我國的公共衛生與醫療現況，學習分析

與處理健康不平等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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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成大醫學院公共衛生所舉辦為期10天

的研習課程，邀請孟加拉國26位專家學者遠道而來，透過研討及

實際參訪，了解成大公衛相關課程及資源，發展可能合作之研究

議題，藉由醫療衛生軟實力，也擴大我國在新南向國家的影響

力。該研習課程首先安排實地參觀成大附設醫院，並進行成大公

衛所與孟加拉健康科學大學的簡報加深雙方了解。

教育新南向 成大舉辦公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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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醫療新南向 成大醫邀孟加拉學者來台交流
成大公衛所於研習課程上，讓外賓了解我國的公共衛生與醫療現況，學習分析與處理健康不平
等之問題

By 社會組,台灣英文新聞
2019/01/23 14:16

（台灣英文新聞/社會組 綜合報導）響應政府新南向政策，成大醫學院公共衛生所日前舉辦為期10天的

研習課程，以「2018-2019 新南向政策之台灣公共衛生研究論壇」為主題，邀請孟加拉26位專家學

者，透過研討及實際參訪，了解成大公衛相關課程及資源，發展可能合作之研究議題，也讓國際了解

我國醫療衛生深厚軟實力。

成大公衛所獲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自20日至29日辦理「專題人才研習班」，孟加拉健康科學大學

（Bangladesh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 BUHS）校長Dr. Faridul Alam親自率領公衛學院、應

用健康學院院長，以及社區醫學、社區營養、流行病學、非傳染病等學系等系主任，還有達卡大學

（University of Dhaka, DU）、南北大學（North South University, NSU）、國立預防與社會醫學研

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preventive and social Medicine, NIPSOM）專家學者、主管及醫師踴躍

參與。

本次研習課程首先安排實地參觀成大附設醫院，並進行成大公衛所與孟加拉健康科學大學的簡報加深

雙方了解。成大公衛所所長胡淑貞強調，成大公衛所於研習課程上分享課程發展、研究分析及衛生政

策的經驗，進一步也透過研討及參訪，讓外賓了解我國的公共衛生與醫療現況，學習分析與處理健康

不平等之問題。

（圖取自成大官網）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search?keyword=%E7%A4%BE%E6%9C%83%E7%B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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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淑貞指出，由於東南亞國家的公共衛生相關師資，仍有許多人尚未獲得博士學位，藉此也希望吸引

來訪學校推薦優秀學生前來攻讀博士學位，未來國際博士生回到自己國家進行公共衛生相關研究，可

由公衛所教授及當地老師共同指導，深化對新南向國家之了解與實際夥伴合作關係。學成歸國後，如

在該國擔任重要職位發展所學，也可作為台灣及新南向國家公共衛生相關系所持續交流的基礎，讓新

南向計畫可以更廣更深。

胡淑貞表示，該計畫緣起為2016年暑假，孟加拉健康科學大學家庭醫學暨牙科學主任Dr. Anower

Hussain Mian應邀來台訪問，Anower主任回國後，積極規劃雙方之合作研究，並在其熱情邀請下，公

衛所由李中一老師於隔（2017）年12月回訪。在回訪過程中發現發展中國家之公共衛生問題雖與台灣

不同，但也有相同之處，例如登革熱防治問題、毒品藥物濫用問題、肥胖問題，以及第二型糖尿病發

生率與盛行率逐年增加之問題。雙方也期待透過此次計畫研習，深度了解探討進一步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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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貞校長還現場加碼11個獎項，她率先摸獎。

成大108年新春團拜 年節氣息洋溢
孫紹逸／南市

2019/1/23

 【記者孫紹逸／南市報導】「今年

是成大『米壽』之年，將歡渡88週年

校慶，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成大1月22日上午在中正堂舉行

108年度員工新春團拜聯誼茶會，數百

位退休員工回到校園與在職同仁歡聚

一堂，互拜早年。蘇慧貞校長感謝大

家努力，讓成大每年都有好成績，通過挑戰，也希望大家繼續努力，讓成大在未來

的90年、100年都一樣的成功、健康、平安與幸福。
 

 成大前校長馬哲儒、前工學院院長李克讓等高齡退休教授特地出席，蘇慧貞看到

現場每位昔日同仁都身體健康、精神奕奕，特別高興，她逐一與大家打招呼、簡單

話家常，也再三叮嚀注意健康，祝每個人幸福、快樂。
 

 聯誼茶會在永仁中學舞蹈班的「祥獅獻瑞」表演中開場，兩隻大紅祥獅，熱鬧穿

梭於觀眾席，吸引不少人拍照、撫摸，以期搏個新春好采頭。永仁中學同學隨後又

表演「水色」，以輕盈的肢體動作，表現水的川流不息與循環流轉的各種樣貌。復

興國小也帶來「綻舞風姿荷花龍」、「歡燈鼓舞慶佳節」舞蹈，演出精湛，十足吸

睛。
 

 新春團拜聯誼茶會的高潮就是摸彩活動，上百項大小摸彩品，從高鐵票、單車、

掃地機器人到大尺吋液晶電視、iphone等，蘇慧貞校長還現場加碼11個獎項，她率

先摸獎也邀馬哲儒、李克讓、醫學院院長張俊彥一同摸彩，現場喜氣洋洋，充滿歡

樂年節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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