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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連3年居冠
cdns.com.tw/articles/429712

成大不分系助理教授李孟學以「設計思考與機器學習融入Ｃovid-19檢疫流程」課程，讓學生穿上防護衣
體驗檢疫流程。（成大提供）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教育部公布一一０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審查結果。成功大學五十一名教師的計畫通過審
查，是全國通過件數最多的大學，且連續三年蟬聯全國第一，成績亮眼。

成大表示，後疫情時代，該校不分系助理教授李孟學以「設計思考與機器學習融入Ｃovid-

19檢疫流程」課程，通過教育部一一０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課程設計從班機飛抵國門的
檢疫流程發想，讓學生想像檢疫人員執勤情形，經過電腦模擬檢測過程，再讓學生穿上防
護衣演練、體驗整個防疫流程。

李孟學過去曾推動X-Emergency「跨域防災」密集課程，思索大規模複合型災害應變，整
合跨域資源，減少複合災害造成大經濟損失，銜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GDs多項議題。此
次藉由體驗課程創新教學，為學生創造更具象的學習模式，因此通過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審查。

教育部一０七年度起推動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執行期程一年，由當年度八月一日
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該計畫是教育部第一個直接經費補助個別教師進行課程教學研究
的計畫。同時協助教師透過適當的研究方法及評量工具進行檢證，落實大學教學創新暨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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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校培育人才任務。目前計畫審查分為通識含體育、教育、人文藝術及設計、商業及管
理、社會含法政、工程、數理、醫護、生技農科、民生學門；大學社會責任ＵＳＲ與技術
實作兩專案，共十二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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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6日

成大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連3年全國第一
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605594

成功大學老師上課與學生互動熱烈。（圖由成大提供）

2021/07/16 12:46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教育部公布今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審查結果，成功大學今年總
共多達51位教師的計畫通過審查，是全國通過件數最多的大學，也是連續3年蟬聯全國第
一。

在後疫情時代，成大不分系助理教授李孟學以「設計思考與機器學習融入Covid-19檢疫流
程」課程，即是通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一。

課程設計從班機飛抵國門的檢疫流程發想，讓學生想像檢疫人員執勤的流程，經過電腦模
擬檢測過程，最後讓學生穿上防護衣演練整個防疫流程，讓學生對整個流程有完整、深刻
的體驗學習。

李孟學過去曾推動X-Emergency「跨域防災」密集課程，思索大規模複合型災害應變，整
合跨域資源，減少複合災害造成大經濟損失來銜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多項議題。這次
藉此體驗課程呈現創新教學，為學生創造更具象的學習模式。

成大教務長王育民表示，成大通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數量已連續3年全國最多，學校強調
跨域教學，在軟硬體方面提供學生多元跨域學習，所以很多老師參與創新教學，而這些創
新教學都需要被驗證，怎麼教才是最好的？也因為量大、變化多，老師積極申請，因而締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60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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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全國最多的通過數量。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自2018年度起推動，每年度計畫執行期程為1年，是教育部第1

個以經費直接補助個別教師進行課程教學研究的計畫，並協助教師透過適當的研究方法及
評量工具進行檢證，落實大學教學創新暨強化學校培育人才任務。

成大不分系助理教授李孟學的課程，讓學生穿上防護衣模擬檢疫流程。（圖由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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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anTalk 2021年7月16日

成大居冠 教育部「110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大通過件數
全國最多

tainantalk.com/20210716-22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後疫情時代，成大不分系助理教授李孟學以「設計思考與機器學
習融入Ｃovid-19檢疫流程」課程通過教育部110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課程設計從班機飛
抵國門的檢疫流程發想，讓學生想像檢疫人員執勤的流程，經過電腦模擬檢測過程，最後
讓學生穿上防護衣演練整個防疫流程，讓學生對整個流程有完整、深刻的體驗學習。

（圖說）李孟學老師的課程，讓學生穿上防護衣模擬檢疫流程。（記者鄭德政攝）
 李孟學過去曾推動X-Emergency「跨域防災」密集課程，思索大規模複合型災害應變，整

合跨域資源，減少複合災害造成大經濟損失來銜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GDs）的多項議
題。這次藉此體驗課程呈現創新教學，為學生創造更具象的學習模式。

 這項課程是成大110年通過教育部審查的其中一件「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育部公布
「110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審查結果，成功大學今年總共多達51位教師的計畫通過審查，
是全國通過件數最多的大學。成大已經連續3年蟬聯全國第一，成績亮眼。

https://tainantalk.com/202107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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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國際經營管理所張佑宇助理教授（左）實踐性創業教學法。（記者鄭德政攝）
 成大教務長王育民表示，成大通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數量已經連續3年都是全國最多的，

成大一直以來強調跨域教學，在軟硬體方面盡量提供學生多元跨育學習的可能性，所以很
多老師參與創新教學，而這些創新教學都需要被驗證，也需要老師體驗研究新舊之間，怎
麼教才是最好的？所以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是針對教學去做研究，去鏈結到底怎麼樣才是對
學生學習最好的模式。

 王育民指出，成大過去在推動深耕計畫時，就希望從教育的角度，探討不同的學科領域與
跨領域的教學方法，所以鼓勵老師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藉此呈現成大跨域教學、創新
教學發展的指標，也因為量體大、變化多，老師積極申請，因而締造全國最多的通過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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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大老師上課與學生互動熱烈。（記者鄭德政攝）
 王育民說，推動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可以透過跨域和創新教學，在很多學校的教師社群中引

發討論、分享，進而有新的鏈結，所以跨領域、跨不同學院在社群中又再度鏈結，好像漣
漪效應一樣，產生新的教案，甚至產生新的研究，帶動老師之間的溝通、聯絡，帶動未來
新型態學科、新型態領域發展的可能性。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自107年度起推動，每年度計畫執行期程為1年，由當年度8月1

日起至次年7月31日止，是教育部第一個以經費直接補助個別教師進行課程教學研究的計
畫，並協助教師透過適當的研究方法及評量工具進行檢證，以落實大學教學創新暨強化學
校培育人才任務。目前計畫審查共分為12類科，包含通識（含體育)、教育、人文藝術及設
計、商業及管理、社會(含法政)、工程、數理、醫護、生技農科、民生10學門及大學社會
責任（USR）與技術實作2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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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成大連三年通過件數全國第一
ner.gov.tw/news/60f127f74917760007e5e292

2021-07-16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成大110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教育部公布「110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審查結果，成功大學今年總共多達51位教師的計畫
通過審查，是全國通過件數最多的大學。並連續3年蟬聯全國第一。

成大教務長王育民指出，成大過去在推動深耕計畫時，就希望從教育的角度，探討不同的
學科領域與跨領域的教學方法，藉此呈現成大跨域教學、創新教學發展的指標，也因為量
體大、變化多，老師積極申請，因而締造全國最多的通過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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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7日

全國居冠！成大通過教育部110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件數
最多

times.hinet.net/news/23415225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在後疫情時代，成大不分系助理教授李孟學以「設計思考
與機器學習融入Ｃovid-19檢疫流程」課程通過教育部110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課程設計
從班機飛抵國門的檢疫流程發想，讓學生想像檢疫人員執勤流程，經過電腦模擬檢測過
程，最後讓學生穿上防護衣演練整個防疫流程，讓學生對整個流程有完整、深刻體驗學
習。

李孟學過去曾推動X-Emergency「跨域防災」密集課程，思索大規模複合型災害應變，整
合跨域資源，減少複合災害造成大經濟損失來銜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GDs)多項議題；
這次藉此體驗課程呈現創新教學，為學生創造更具象的學習模式。

這項課程是成大110年通過教育部審查的其中一件「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日前教育部公布
「110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審查結果，成功大學今年總共多達51位教師計畫通過審查，是
全國通過件數最多大學；成大已經連續3年蟬聯全國第1，成績亮眼。

成大教務長王育民表示，成大通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數量已經連續3年都是全國最多，成大
一直以來強調跨域教學，在軟硬體方面盡量提供學生多元跨育學習的可能性，所以很多老
師參與創新教學，而這些創新教學都需要被驗證，也需要老師體驗研究新舊之間，怎麼教
才是最好的？所以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是針對教學去做研究，去鏈結到底怎麼樣才是對學生
學習最好模式。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41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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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民指出，成大過去在推動深耕計畫時，就希望從教育角度，探討不同學科領域與跨領
域教學方法，所以鼓勵老師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藉此呈現成大跨域教學、創新教學發
展指標，也因為量體大、變化多，老師積極申請，因而締造全國最多通過數量。

王育民說，推動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可以透過跨域和創新教學，在很多學校的教師社群中引
發討論、分享，進而有新的鏈結，所以跨領域、跨不同學院在社群中又再度鏈結，好像漣
漪效應一樣，產生新的教案，甚至產生新的研究，帶動老師之間溝通、聯絡，帶動未來新
型態學科、新型態領域發展可能性。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自107年度起推動，每年度計畫執行期程為1年，由當年度8月1

日起至次年7月31日止，是教育部第1個以經費直接補助個別教師進行課程教學研究計畫，
並協助教師透過適當研究方法及評量工具進行檢證，以落實大學教學創新暨強化學校培育
人才任務；目前計畫審查共分為12類科，包含通識(含體育)、教育、人文藝術及設計、商
業及管理、社會(含法政)、工程、數理、醫護、生技農科、民生10學門及大學社會責任
(USR)與技術實作2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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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9日

大專院校數位證書計畫啟動 明年至少15校參與
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719001903-260405

教育部辦理「全國大專院校數位證書系統」計畫，今年成功大學6000多位畢業生就領到數
位學位證書，後續並擴大邀請各公私立大專院校加入，預計明年推廣至全國至少15所以上
大專院校，以利推動我國大學證書數位驗證建設。

為提供快速、便利、可靠的數位畢業證書機制，教育部自108年起補助國立成功大學辦理建
置「全國大專院校數位證書系統」計畫，並於1今年6月起，由國立成功大學率先正式發證
作業，針對該校9個學院、98個系所、近6000名畢業生進行數位學位證書試發。

因應企業徵才、國際移動需求擴大，對學位證書的確認需求增加，教育部「全國大專院校
數位證書系統」邀集大專校院共同討論發證機制，由成大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莊坤達、數
學系副教授舒宇宸負責團隊開發建置並訂定數位證書標準規範，以期在未來透過本系統讓
學界、企業界快速驗證各式學位證書。

教育部表示，這項計畫主要分為發證與驗證兩大面向，在發證方面，透過「發證系統安裝
包」，協助建立各學校內部流程並串接畢業生資料後，讓學校快速發展符合規範的數位學
位證書系統。

11:07 2021/07/19 中時 林志成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719001903-26040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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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驗證方面，則由架設於教育部的數位證書驗證網站（dcert.moe.gov.tw）進行各校數位證
書的驗證，符合行政院「資訊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及教育部「辦理或補助建置與維護
伺服主機及應用系統網站資訊安全管理要點」相關規範，於確保資訊安全無虞同時，驗證
各校發放的數位證書真實性。

教育部說，透過「全國大專院校數位證書系統」計畫推動，逐步擴大我國大專校院畢業生
數位學位證書在畢業、升學、就業、企業查證及未來出國求學等應用，以減少查驗證程
序、繁複手續及避免假證書的出現，並擴大我國數位發展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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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數位證書試辦 成大率先正式發證
ner.gov.tw/news/60f4f166f9969e0007840fee

2021-07-19 發佈 林宜箴 臺北

數位證書成大
為了提供快速、便利、可靠的數位畢業證書機制，教育部自108年起補助國立成功大學辦理
建置「全國大專院校數位證書系統」計畫，並於今田(110年)6月起，由國立成功大學率先
正式發證，針對學校9個學院、98個系所、近6,000名畢業生進行數位學位證書試發，後續
並擴大邀請各公私立大專院校加入「大專院校數位證書試辦計畫」，預計110學年度推廣至
全國至少15所以上大專院校，各大專院校若有意建立校內數位學位證書發證系統，可與國
立成功大學團隊窗口（電話：0978260806）聯繫。

 

 

https://www.ner.gov.tw/news/60f4f166f9969e0007840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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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畢業證書免出門！明年逾15校推動數位證書計畫
udn.com/news/story/6885/5611523

新冠肺炎疫情催生出數位畢業證書，教育部高教司今天進一步宣布，已啟動「全國大專院
校數位證書系統」計畫，從成功大學開始辦理，預計110學年全國至少15所以上大專院校發
行數位畢業證書。

教育部指出，成功大學率先正式發證作業，今年已針對該校九個學院、98個系所、近6000

名畢業生進行數位學位證書試發，後續並擴大邀請各公私立大專院校加入「大專院校數位
證書試辦計畫」，以利推動我國大學證書數位驗證建設。

高教司表示，計畫主要分為兩大面向，在發證方面，提供各合作大專院校「發證系統安裝
包」，協助建立各學校內部流程並串接畢業生資料後，讓學校快速發展符合規範的數位學
位證書系統。

執行此計畫的成大解釋，數位學位證書技術採用SHA-256雜湊函數，建立各大專院校學位
證書數位指紋，並搭配HashChain雜湊鏈技術，可完整追蹤實務上的紙本證書發證歷程。

第二，在驗證方面，教育部指出，將由架設於教育部的數位證書驗證網站
（dcert.moe.gov.tw）進行各校數位證書的驗證，符合行政院「資訊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
法」及教育部「委外辦理或補助建置維運伺服主機及應用系統網站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保
護管理要點」相關規範，確保資訊安全和數位證書真實性。

教育部表示，未來將逐步擴大我國大專校院畢業生數位學位證書在畢業、升學、就業、企
業查證及未來出國求學等應用，以減少查驗證程序、繁複手續及避免假證書的出現。

 2021-07-19 12:43 聯合報 / 記者潘乃欣／台北即時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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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8%82%B2%E9%83%A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AB%98%E6%95%99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1/1

2021年7月19日

教部推數位學位證書 110學年至少15所大專參與
cna.com.tw/news/ahel/202107190063.aspx

2021/7/19 11:42

（中央社記者許秩維台北19日電）教育部推動「全國大專院校數位證書系統」計畫，成功
大學已於今年6月率先試發，預計110學年推廣到至少15所大專，讓畢業生就業、留學時可
減少查驗程序及避免假證書出現。

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規劃「智慧政府行動方案」，並因應企業徵才、國際移動對數位學位
證書的需求增加，教育部自108年起補助成功大學辦理「全國大專院校數位證書系統」計
畫，由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副教授莊坤達、數學系副教授舒宇宸負責團隊開發建置並訂定
數位證書標準規範，希望讓學界、企業界快速驗證學位證書。

在發證方面，教育部指出，計畫團隊提供「發證系統安裝包」，可協助大專建立校內部流
程並串接畢業生資料，讓學校能快速發展符合規範的數位學位證書系統，並建立學位證書
數位指紋，搭配Hash Chain（雜湊鏈）技術，可完整追蹤紙本證書發證歷程。

至於驗證，教育部提到，由數位證書驗證網站（dcert.moe.gov.tw）進行各校數位證書的驗
證，符合行政院「資訊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及教育部「辦理或補助建置與維護伺服主
機及應用系統網站資訊安全管理要點」相關規範，可確保資訊安全無虞，並提升學位證書
檢核效率。

教育部指出，成功大學已於今年6月率先正式發證，針對9個學院、98個系所、近6000名畢
業生試發數位學位證書；後續將邀請各公私立大專加入「大專院校數位證書試辦計畫」，
預計110學年度推廣到全國至少15所大專。

教育部表示，藉由推動「全國大專院校數位證書系統」計畫，希望逐步擴大國內大專畢業
生的數位學位證書在畢業、升學、就業、企業查證及出國求學等應用，以減少查驗證程
序、繁複手續及避免假證書的出現。（編輯：管中維）1100719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107190063.aspx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1/1

2021年7月18日

全大運延賽3方案 體育署20日討論
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718000461-260107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原訂5月14日至18日在台南登場，因疫情延賽，考量防疫，承辦的成功
大學擬訂不復辦、縮小規模、全部復辦3方案提交體育署，復辦時間從9月挪至10月1日至5

日。若確定復辦，領隊、選手、裁判及工作人員均需持3天內PCR陰才能進場。成大屬意縮
小規模，人數從1萬多人降至3100人，減輕台南防疫負擔，20日將與體育署、大專體總開
會討論。

原訂5月中旬在台南登場的全大運，是成大暌違40年再度承辦，成大投入5000萬元校務基
金籌辦賽事，未料，開幕前疫情升溫，開幕前1天宣布延賽。當時雖決議9月底前復辦，近
期疫情已趨緩，三級警戒可望解封，成大已於16日提交3方案給體育署。

全大運執行委員會總顧問李俊璋表示，復辦與否、賽事如何在配合防疫下如常舉行，牽涉
甚廣，目前提出3方案，包括不復辦、縮小舉辦及全數賽事復辦。只要復辦，除了原有防疫
規模，更要求參與賽事人員均需持3天內PCR陰性證明才能進場，不過，這部分牽涉PCR檢
測量能與費用，須請教育部、體育署協調部立醫院研擬專案執行。

全大運在疫情延賽之際，尚有9項賽事未進行，李俊璋說，若全數復辦，屆時有1萬多人湧
入台南，可能造成台南防疫壓力，校方立場屬意傾向只復辦田徑、射箭、橄欖球、羽球及
網球等5項比賽，以避免萬人群聚的狀況發生。

04:10 2021/07/18 中國時報 曹婷婷 、台南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718000461-260107?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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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USR「相伴2026」駐點官田 3社造計畫獲補助
cdns.com.tw/articles/430211

成大學生將長輩的需求轉化為咖啡攤車，並親自動手施工製作。(成大提供)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USR計畫「相伴2026－齡感生活微社群行動網」長期駐點官田區，協助地方進行
空間改善、推動高齡社群的健康生活，參與學生亦主動為地方爭取「110年台南市社區營造
計畫」補助，最近有3個社造計畫獲通過，可望更進一步促進在地青銀互動，展現官田在地
特色與故事。

成大人社中心表示，成大自107年起長期進駐官田區，不但從在地友善農業議題中發展出關
懷全國偏鄉的新學校午餐創新推動計畫，也持續挑戰鄉村型地區的高齡生活議題。此次社
區營造計畫徵件，成大USR「相伴2026」計畫團隊分別與社區、學校合作，另外也有成大
學生參與個人提案。

其中，與隆田社區合作的「番田整地－隆田區域社區資源調查與刊物創作」，是培養在地
居民敘說生活故事，帶領民眾走訪在地記憶空間；與渡拔國小和在地青農合作「畫話渡拔
我的家」，連結學校教育與地方產業，打造鄉土教育教材；成大建築系學生則提出「輕吟
創驛－隆聚讚」，協助區公所提出「大隆田生態文化園區」空間規劃建議，更進一步在園
區落成後，與隆田社區合作辦理健促課程與野餐活動。

因應疫情變化，成大團隊還與在地社區共商、發展因應策略，先對長輩的3C能力、家中網
路設備進行調查，再透過線上討論與直播，一方面關心長輩的生活近況，也在疫情中不忘
學習，帶領長輩進行互動課程，建立長輩的線上學習社群，啟動社區的新能力。

2021-07-18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43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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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區長陳仁偉表示，成大USR駐點在官田區進行場域實踐長達3年多的時間，駐點青年與
課程學生，連結在地國中小、社區進行實踐行動，與官田區公所一起累積產官學民的在地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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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生深耕官田 促進青銀互動
cdns.com.tw/articles/430356

成大學生將長輩的需求轉化為咖啡攤車，並親自動手施工製作。（成大提供）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ＵＳＲ計畫「相伴２０２６─齡感生活微社群行動網」長期駐點官田區，協助地方
進行空間改善、推動高齡社群的健康生活，參與學生亦主動為地方爭取「一一０年台南市
社區營造計畫」補助，最近有三個社造計畫獲通過，可望更進一步促進在地青銀互動，展
現官田在地特色與故事。

成大人社中心表示，成大自一０七年起長期進駐官田區，不但從在地友善農業議題中發展
出關懷全國偏鄉的新學校午餐創新推動計畫，也持續挑戰鄉村型地區的高齡生活議題。此
次社區營造計畫徵件，成大ＵＳＲ「相伴２０２６」計畫團隊分別與社區、學校合作，另
外也有成大學生參與個人提案。

其中，與隆田社區合作的「番田整地─隆田區域社區資源調查與刊物創作」，是培養在地居
民敘說生活故事，帶領民眾走訪在地記憶空間；與渡拔國小和在地青農合作「畫話渡拔我
的家」，連結學校教育與地方產業，打造鄉土教育教材；成大建築系學生提出「輕吟創驛─
隆聚讚」，協助區公所提出「大隆田生態文化園區」空間規劃建議，更進一步在園區落成
後，與隆田社區合作辦理健促課程與野餐活動。

因應疫情變化，成大團隊還與在地社區共商、發展因應策略，先對長輩的３Ｃ能力、家中
網路設備進行調查，再透過線上討論與直播，一方面關心長輩的生活近況，也在疫情中不
忘學習，帶領長輩進行互動課程，建立長輩的線上學習社群，啟動社區的新能力。

2021-07-19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43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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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藝術走廊 漫遊雲海攝影展

／

2021/7/17

攝影師-心星。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因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沈寂已久
的成大醫院門診大樓二樓藝術走
廊攝影展，自110年7月1日起新
上架第26期「漫遊雲海」攝影展
將至12月31日，展出34幅由心星
及翁宗憲兩位攝影師的作品，讓
你感受大自然千變萬化的姿態。

  隨風起伏的雲海，時而平靜、
時而翻騰；氣勢磅礡的景觀，有
時如仙境，有時很浪漫，美麗景
象讓人著迷，吸引許多專業攝影
師駐足守候，將美麗的景致凍結
成絕美的影像紀錄。兩位攝影師
都擅長風景攝影，經常犧牲睡
眠，扛著攝影器材上山下海，跑
遍各地尋找美景，克服拍攝環境
的艱難與氣候的變化，期待記錄
更多樣化及難能可貴的影像，分
享親身體會大自然的震撼與壯觀
美景。

  在防疫期間，大家都無法自由外出接近大自然，期望透過兩位攝影師的台
灣雲海影像，撫慰你我浮躁的心靈。

  展覽地點：門診大樓2樓候診區。展覽時間：110年7月1日起至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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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6日

成醫攝影展「漫遊雲海」開展 感受大自然千變萬化的姿態
ettoday.net/news/20210716/2032249.htm

▲成大醫院門診大樓2樓藝術走廊攝影展，7月份舉辦「漫遊雲海」攝影展，展出34幅由心
星及翁宗憲兩位攝影師的作品，讓民眾感受大自然千變萬化的姿態。（圖／成大醫院提
供，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沈寂已久的成大醫院門診大樓2樓藝術走廊攝影展，7月份舉辦第
26期「漫遊雲海」攝影展，將展出至12月31日，展出34幅由心星及翁宗憲兩位攝影師的作
品，讓民眾感受大自然千變萬化的姿態。

隨風起伏的雲海，時而平靜、時而翻騰；氣勢磅礡的景觀，有時如仙境，有時很浪漫，美
麗景象讓人著迷，吸引許多專業攝影師駐足守候，將美麗的景致凍結成絕美的影像紀錄。
心星及翁宗憲兩位攝影師，都擅長風景攝影，經常犧牲睡眠，扛著攝影器材上山下海，跑
遍各地尋找美景，克服拍攝環境的艱難與氣候的變化，期待記錄更多樣化及難能可貴的影
像，分享親身體會大自然的震撼與壯觀美景。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716/20322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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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疫期間，大家都無法自由外出接近大自然，期望透過兩位攝影師的台灣雲海影像，撫
慰你我浮躁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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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5日

環境結盟論壇線上登場 南投主任檢察官分享國土平台辦案
經驗

ettoday.net/news/20210715/2031895.htm

▲南投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吳錦龍日前代表參加環境結盟線上論壇。（圖／資料照片）

記者高堂堯／南投報導

成大社會科學院（政治系）與科技治理研究中心於日前透過視訊方式，辦理「環境結盟活
動」，邀請產官學研及NGO環團近60位專家參加，共同守護台灣環境；南投地檢署主任檢
察官吳錦龍與會時，特地說明中部地區環境結盟的歷史發展、變遷，與在不同地檢開展的
風貌，並分享在南投推動國土平台打擊犯罪的經驗及成效。

環境結盟視訊論壇於12日登場，參加者包括桃園、中彰投、台南和橋頭地檢署的檢察官，
環保署、林務局、水利署河川局等公部門代表，以及成大、中華醫事科大、台南市社區大
學教授，以及彰化、台南環保聯盟參加，共分為3場次。

第一場次由台南地檢署檢察官陳鋕銘主持、橋頭地檢署檢察官楊翊妘引言，楊翊妘分享其
契而不捨的辦案精神，去年結合嘉義與南投地檢署，偵破近年最大宗山老鼠集團案件。

第二場次由台南高分署檢察官曾昭愷主持，吳錦龍擔任引言人；除分享國土平台辦案經
驗，吳錦龍也道出檢察官輪調容易導致國土平台運作時，必須重新鏈結的問題與建議作
法，同時說明環境執法成員間在第一時間蒐集證據之重要性，避免日後法院因證據不全而
無法定罪、讓犯罪人逍遙法外的困境。

水利署第四河川局長李友平則說明透過與彰投、雲林地檢署的國土平台，讓河川疏濬作業
近年來都沒有發生砂石盜採案件，並指出目前因垃圾焚化爐處理費大幅提高及垃圾焚化爐
即將屆限，導致大量一般垃圾、事業及有害廢棄物趁夜黑風高濫倒在全國的河川區域，導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715/20318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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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汙染河川水源的問題，他語重心長地建議環保機關必須源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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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8日

斗南數位落差大 800人現場排出火氣
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718000412-260107

成大斗六分院17日借用斗南鎮的慈濟雲林聯絡處施打疫苗，原預估打1000人但只有100多
人登記，斗南鎮公所臨時以臉書和Line群組宣傳，卻又湧入800人在大太陽底下排隊，一
度爆出火氣。

慈濟雲林聯絡處有可容納數千人的大禮堂，成大斗六分院借用場地，認養施打1000劑疫
苗，不料登記者不到200人。

跨鄉鎮市 也來排隊

斗南鎮公所17日早上緊急以圖卡宣傳只要年滿50歲、還沒打疫苗的民眾，都可帶健保卡現
場掛號，結果不到10點湧入700人拿號碼牌，跨鄉鎮市的也來，最後排到900多號。

由於成大斗六分院一個上午只能打300人，慈濟師兄姐代為宣導民眾先回家休息等下午再
來，結果引起民眾怒轟規畫不當，跑來跑去很不方便。

縣長張麗善表示，她16日得知慈濟聯絡處的快打站只有100多人預約，緊急請斗南鎮公所呼
籲65歲以上還沒有打疫苗的民眾快到現場抽號碼牌，竟排到900多號，由此可知很多鄉親
願意打疫苗，只是沒有登記，雲林的數位落差比較大，可能是不懂得如何登記，但透過村
里廣播還是可以快速通知到人。

04:10  2021/07/18 中國時報 周麗蘭 、雲林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718000412-260107?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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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廣播 幫到大忙

張麗善說，17日施打疫苗對象是50歲以上的民眾，這一次是首波上網登記，也許有些民眾
還不太熟悉，目前網路登記制度已到18歲以上民眾，數位落差較不那麼嚴重，最近連99歲
老人都都有上網登記，應該是兒孫輩幫忙。

她表示，未來村里廣播器、口耳相傳等傳統方式將搭配運用，但大家透過這次經驗也知道
透過網路比較公平，也可以分時段 來施打不僅舒適而且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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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7日

數位落差！雲林成大斗六分院預約打疫苗僅100多人 現場掛
號卻湧入800人

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717003222-260405

17:20 2021/07/17 中時 周麗蘭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717003222-26040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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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長張麗善到慈濟雲林聯絡處視察民眾接種疫苗情形。（周麗蘭攝）

成大斗六分院今（17日）借用斗南鎮的慈濟雲林聯絡處施打疫苗，原預估打1000人，卻只
有100多人登記，斗南鎮公所臨時以臉書和Line群組宣傳，未料湧入800人在大太陽底下排
隊，一度爆出火氣。

慈濟雲林聯絡處有可容納數千人的大禮堂，成大斗六分院借用場地，認養施打1000劑疫
苗，不料登記者不到200人。

斗南鎮公所17日上午緊急宣傳只要年滿50歲、還沒打疫苗的民眾，都可以帶健保卡現場掛
號，結果不到10點已湧入700人拿號碼牌，跨鄉鎮市的也來，最後排到900多號。

由於成大斗六分院一個上午只能打300人，慈濟師兄姐代為宣導民眾先回家休息等下午再
來，結果引起民眾怒轟規畫不當，跑來跑去很不方便。

縣長張麗善表示，她昨（16日）得知慈濟聯絡處的快打站只有100多人預約，緊急請斗南鎮
公所呼籲65歲以上還沒有打疫苗的民眾快到現場抽號碼牌，竟排到900多號，由此可知很
多鄉親願意打疫苗，只是沒有登記，雲林的數位落差比較大，可能是不懂得如何登記，但
透過村里廣播還是可以快速通知到人。

張麗善說，17日施打疫苗對象是50歲以上的民眾，這一次是首波上網登記，也許有些民眾
還不太熟悉，目前網路登記制度已到18歲以上民眾，數位落差較不那麼嚴重，最近連99歲
老人都都有上網登記，應該是兒孫輩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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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表示，未來村里廣播器、口耳相傳等傳統方式將搭配運用，但大家透過這次經驗也知道
透過網路比較公平，也可以分時段 來施打不僅舒適而且放心。

張麗善強調，為刺激大家養成數位的習慣，激勵孩子們協助長輩登記，這次提供30台iPad

抽獎，未來還有3期要登記，等8月4日打完，縣府就會在12日公開抽獎，到16日雲林縣已有
13萬多人登記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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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8日

疫情趨緩 台南企業偕議員接力捐餐飲、防疫物資
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607338

南市議員曾信凱服務處人員偕餐飲業者送水煎包給市立醫院醫護人員。（圖：曾信凱服務
處提供）

2021/07/18 10:41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儘管台南到17日已經連續20天出現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
病，COVID-19）零確診的好消息，地方市議員與里長、民間愛心企業、團體持續關懷第一
線的醫護人員及協勤防疫的警察、區公所與清潔隊人員，市議員曾信凱服務處與餐飲業者
近日就相繼發起6波慰勞行動。

位於南市東區裕豐街的宗久便當店、稻發米店及小東里民余天翔為感謝環保局區隊人員，
偕曾信凱服務處執行長曾之婕送上營養美味餐盒與飲料各80份給東區清潔隊。

接著，草包生煎各送100份水煎包給台南市立醫院及新樓醫院；明洞韓式料理贊助500份海
苔飯捲給成大醫院，為在第一線抗疫的醫護人員加油打氣。曾信凱服務處與東區區長顏能
通、復興里長陳郭玉指、東區調解委員再分送數10份水煎包給在東區復興國中大型接種站
服務的區公所、調解會及警察等協勤人員。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607338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7/18/3607338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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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武肺疫情持續，醫院醫療耗材快速消耗，台南市天壇暨五條港區商圈發展協會也於近
日由協會理事長侯美惠帶領理監事、幹部與市議員鄭佳欣一起向防疫物資國家隊採購、捐
贈市立醫院300件拋棄式醫用防護隔離衣及300個防護面罩，院長蔡良敏親自代表受贈，希
望為第一線醫護人員的健康、安全盡份心力。

南市議員曾信凱服務處偕餐飲業者送五百份海苔飯捲給成大醫院醫護人員。（圖：曾信凱
服務處提供）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7/18/3607338_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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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天壇暨五條港區商圈發展協會與市議員鄭佳欣合力捐300件拋棄式醫用防護衣與300

個防護面罩給市立醫院。（圖：台南市立醫院提供）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7/18/3607338_3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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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雲林聯絡處疫苗施打 縣長親送祝福
tzuchi.org.tw/全球志業/臺灣/item/24758-慈濟雲林聯絡處疫苗施打-縣長親送祝福

2021-07-18   | 張如容

2021年7月17日，成大醫院斗六分院醫護進駐慈濟雲林聯絡處，結合慈濟志工的服務，共為
近千位民眾進行接種新冠疫苗。（攝影者：張如容）
方便停車、進出動線清楚⋯⋯慈濟雲林聯絡處供作雲林縣雲林地區大型疫苗施打場地，7月
17日開打，過程中志工貼心服務，醫護溫馨關懷。

 

用心規畫 打造接種好心情

 

為擴大替民眾進行COVID-19疫苗施打，位於雲林縣斗南的慈濟雲林聯絡處，協助提供做為
雲林地區大型疫苗施打場地，7月17日，成大醫院斗六分院醫護進駐，結合慈濟志工的服
務，共為近千位民眾進行接種。

 

寬敞及進出方便的停車空間、擁有多間室內空間分流、室內更有空調，不僅能讓鄉親感到
舒適，也讓全身穿戴防護的醫護人員在體力上有更支持的力量；志工對於等待的民眾親切
的服務與疏導，更讓人感到貼心與溫馨。這是雲林縣政府、成大醫院斗六分院及當區慈濟
志工共同努力的用心與成果。

 

就在7月16日，也就是疫苗開打前一天，成大醫院斗六分院院方數十位工作人員到雲林聯絡
處布置、規劃動線、空間運用、立標示牌等，更貼心地準備輪椅給重症者、行動不便者使
用。

 

開打日（7/17）一早，成大醫院斗六分院吳晉祥院長率領醫療團隊六十位醫護抵達，為了
讓民眾更為方便知道自己的排序，志工與院方特別製作號碼牌，以因應共近一千位民眾接
種疫苗的順序。吳晉祥院長親自將號碼牌發給排隊的民眾，回答民眾提問；副院長曾進忠
也親自為民眾噴酒精乾洗手液、說明相關事項。

 

雲林縣長張麗善與斗南鎮長沈暉勛，來關心民眾施打情況。（攝影者：張如容）

https://www.tzuchi.org.tw/%E5%85%A8%E7%90%83%E5%BF%97%E6%A5%AD/%E8%87%BA%E7%81%A3/item/24758-%E6%85%88%E6%BF%9F%E9%9B%B2%E6%9E%97%E8%81%AF%E7%B5%A1%E8%99%95%E7%96%AB%E8%8B%97%E6%96%BD%E6%89%93-%E7%B8%A3%E9%95%B7%E8%A6%AA%E9%80%81%E7%A5%9D%E7%A6%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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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縣長張麗善、衛生局長曾春美、斗南鎮長沈暉勛亦來到雲林聯絡處感恩醫護及志
工，並祝福民眾。

 

張麗善縣長對民眾說：「施打後要多休息、多喝水，不做劇烈運動，不喝酒，應要注意的
事項都要注意。來慈濟，心情都會很好，結緣品有證嚴法師的靜思語，讓自己的身心都健
康；感恩成大醫院與慈濟、斗南鎮公所一起合作，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文：張如容 雲林報導 202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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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7日

雲林六大醫院週末開打 張麗善馬不停蹄往視察
times.hinet.net/news/23416050

【勁報／記者張秦華／雲林縣報導】

配合中央政府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施打意願登記與預約系統第二輪開打，雲林縣結合
縣內六大醫療院所等62處於今(7／17)、明(7／18)週末假期及7／20，在各施打點同步啟
動。

雲林縣長張麗善今17日上午，偕同雲林縣衛生局長曾春美，及虎尾鎮長丁學忠、斗南鎮長
沈暉勛、斗六市長林聖爵等人陪同下，馬不停蹄的一連前往虎尾多功能活動中心(若瑟醫
院)、斗南國小（斗南衛生所）、慈濟基金會斗南連絡處(國立成大醫院斗六分院)、縣立體
育館(國立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等疫苗施打站，則能加速全縣疫苗施打達到20%覆蓋率，提
升鄉親整體防護力。

張麗善感謝國立臺大醫院雲林分院、虎尾天主教若瑟醫院、國立成大醫院斗六分院、西螺
雲林基督教醫院、麥寮長庚醫院、中國醫藥學院北港附設醫院等六大醫院及疫苗接種團隊
所有醫護人員同舟共濟犧牲假日努力防疫，讓所有上班族的鄉親可以利用假日接種疫苗，
守護健康。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41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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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善說，至昨天為止，雲林縣疫苗施打覆蓋率已經達到17.5%，至今完成施打站登記有6

成6左右，鄉親出席踴躍且井然有序。縣府除請各鄉鎮市公所全力宣導與協助民眾上網登記
外，特別開闢連結平台方便民眾使用，除了直接進入中央疫苗預約登記平台
(https://1922.gov.tw/vas/)外，亦可透過雲林縣政府官網及雲林數位縣民平台Nubi App連
結進入。不會線上登記民眾，可洽親友丶鄰居、村里幹事、公所或電洽1999請求協助。

為鼓勵鄉親上網預約登記疫苗，更率全國之先推出上網預約登記抽30台iPad的抽獎優惠活
動，一方面鼓勵縣民學習上網預約施打疫苗的新模式，另一方面也希望民眾不要挑疫苗，
有疫苗就打，以儘速達到群體保護力！

國立臺大醫院雲林分院院長黃瑞仁指出，該院與雲林縣衛生局通力合作，17日、18日及20

日這三天於雲林縣立體育館，開啟雲林縣最大疫苗快打站，仿效日本「宇美町式」，獨創
雲林專屬「穿流式打法」，規劃4區，提供320個座位，讓接種者拉開距離坐好，由醫護人
員移動確認身分、評估、施打疫苗，接種後也在原位觀察，其優點是可減少接種者移動風
險並能大大提升疫苗施打效率。

黃院長表示，考慮鄉親因數位落差，沒能事先預約，現階段民眾只要年滿50歲，也可攜帶
健保卡到雲林縣立體育館，當場由人員安排協助接種。

雲林縣衛生局曾春美局長表示，中央暫定未來四周只提供AZ疫苗，目前意願登記AZ或者是
AZ加莫德納的族群，提醒民眾若有意願接種AZ疫苗，收到簡訊之民眾可逕至1922網路公費
疫苗預約平台預約接種，施打時間為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請民眾依簡訊的
通知時間報到，除可避免群聚，也能盡快讓符合條件的雲林縣民接種疫苗。(照片：雲林縣
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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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4日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ppetite for
construction

taipeitimes.com/News/feat/archives/2021/07/14/2003760810

Can Taiwan reduc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its cement industry?

In Taiwan, there’s no getting away from concrete.

Since the 1960s, the vast majority of buildings added to the country’s towns and cities

have been built with reinforced concrete (RC). Thousands of concrete tetrapods defend

the seaside against erosion. Countless waterways are hemmed in by concrete levees.

After 1949, a great deal of concrete was used to fortify the coast and outlying islands.

According to a propaganda article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regime in 1963, in the preceding four years, close to 11 percent of cement production had

gone to the armed forces.t

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feat/archives/2021/07/14/200376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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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homes made of reinforced concrete under construction in
Tainan’s Sigang District.

Photo: Steven Cr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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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veruse of this material exacerbates flooding. Concrete paving stops rainfall from

soaking into the land. Instead, it flows rapidly to lower ground.

The country now pours less concrete than before, in part because economic growth has

slowed. Cement production last year totaled 10.07 million tonnes, about half the average

annual output during the 1990s. Domestic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cement is now

slightly below the global average, which has more than doubled since 1995.

Jerry Chiu (邱暉仁),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Taiwan Concrete Institute (TCI),

acknowledges that the cement industry, like the steel industry, consumes a great deal of

energy and emits vast quantities of carbon dioxide.

Concrete tetrapods await positioning near the seashore in
Tainan’s Cigu District.

Photo: Steven Crook

But without those industries, he says, society wouldn’t have reached its current level of

development.

“Concrete and steel allow us to build inexpensive, safe, comfortable and durable

structures,” Chiu says, stressing that his opinions don’t necessarily reflect those of the

TCI.

“Environmental damage is the result of human desires, not the materials used. If we can’t

reduce humanity’s demands, we need to ensure that the materials we use don’t consume a

lot of energy, and that they’re recyclable. That’s why, in recent years, the TCI has focused

on circular-economy issues,” Chiu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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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lternative fuels feeding system in one of Asia Cement Corp’s
plants.

Photo courtesy of Asia Cement Corp

The TCI is a government-back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hich brings together senior

members of the concrete industry, architects, engineers, schola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According to the TCI’s Web site, its goals include: nurturing R&D which will bring about

technological advances that can benefit society 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cultivate a

professional workforce for the industry; promote “greener” types of concrete and the

sustainabl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build relations with similar bodies outside Taiwan;

and help develop the codes and regulations which govern the industry.

Chiu sees the durability of concrete as one of its great advantages. When he says a

concrete structure could be used by multiple generations, he isn’t exaggerating. The

Temple of Mercury in Baiae, Italy, features a 21.5m-diameter concrete dome that dates

from the 1st century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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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s made from concrete in April face the sea at the bottom on
Meilun Mountain in Hualien.

Photo courtesy of the Hualien County Government

Unfortunately, there’s a gulf between what’s possible and what’s typical. Many buildings

are scrapped long before they become decrepit.

In Green Architecture: An Asian Perspective, Lin Hsien-te (林憲德) writes that, on

average, buildings in Taiwan are demolished before they’re 40 years old. Such rapid

turnover, while normal throughout East Asia, is “a severe waste of resources,” he writes.

CORROSIVE ENVIRONMENT

One of the reasons why RC buildings in Taiwan don’t last very long is the exceptionally

corrosive environment. The climate is warm and humid, and much of the population lives

near the sea. Most anti-corrosion treatments, such as painting, are temporary. Galvinizing

steel bars, or coating them with epoxy resin, isn’t always effective.

In his book, Lin — chair professor of architecture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explains how concrete’s “profound” environmental impact isn’t limited to huge carbon

emissions.

“For an RC structure, every square meter in floor area generates 1.8kg of dust and 0.14

cubic meters of solid waste during construction and 1.23 cubic meters of solid waste when

the building is demo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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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people advocate the use of wood instead of concrete, he adds.

“Whether that material is appropriate depends, I think, on the situation. Unfortunately,

Taiwan doesn’t have enough space for everyone to live in a wooden house with a yard,” he

says.

Chiu argues that concrete is more suitable, given the frequency of typhoons and

earthquakes.

Others believe that embracing cross-laminated timber (CLT) — production of which is

less water and energy-intensive than cement — could reduce the construction sector’s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CLT is similar to plywood but much stronger, and it’s said to

be as fireproof as concrete. In the past decade, mostly-CLT buildings with nine or more

stories have been erected in Australia, Italy, Norway and the UK.

WoodTek, a Taiwanese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CLT buildings, says it can make CLT

structures that’ll stay watertight and termite-proof.

Chiu thinks that, with better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and the use of renewable energy to

manufacture steel and cement, Taiwan can become more sustainable without giving up

concrete.

“We’re already moving in this direction,” he says.

Taiwan’s two largest cement companies, Taiwan Cement Corp (TCC) and Asia Cement

Corp (ACC), have committed to becoming carbon neutral by 2050, and TCI is supporting

their efforts to develop low carbon and recycling technologies.

TCC’s Web site states that, en route to carbon neutrality, the company aims to reduce its

carbon emissions from 849kg to 585kg per tonne of cement by 2030 by reforestation of

quarries, carbon capture technologies and recovering waste heat so as to reduc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t will also step up its purchases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burn increasing

quantities of solid recovered fuel, wood chips, sewage sludge, pulp sludge and waste

plastic to power its plants.

ACC has invested in water recycling. According to the Web site of the Far Eastern Group,

ACC’s parent company, every drop of water used by the Hualien cement plant is reused

six times.

AGGREGATE

Cement is just one component of concrete. Typically, 60 to 80 percent of poured concrete

is inert filler called aggregate.

Sourcing aggregate i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and destructive aspects of the

industry. The illegal removal of gravel from riverbeds has been blamed for bridge

collapses. Taking sand from beaches or the ocean floor destroys marin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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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rete retrieved during demolitions — part of the solid waste Lin refers to — can be

crushed for reuse as aggregate. (The steel in RC is also separated for recycling.) But, Chiu

says, persuading consumers that recycled concrete is as good as traditional aggregate

takes some effort.

Several of the articles in Concrete Technology, a periodical published by the TCI, describe

efforts to make the industry greener. Others complain about the regulations that govern

cement production.

“Are you saying that the concrete industry isn’t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In fact, it helps

other industries to solve many waste problems,” asserts an article in April last year, before

going on to allege that waste sludge from semiconductor fabs is sometimes illegally

dumped after it’s been listed as having been reprocessed into cement mortar.

According to at least one study, such sludge (like fly ash) can take the place of some

Portland cement and also make for stronger mortar. However,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auses “considerable” air pollution.

The same article goes on to say that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rules encourage the use

of blast furnace slag as aggregate, but this policy has led to problems like those that

occurred some years ago in Song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松山文創園區) in

Taipei. There, incorporating unsuitable slag led to surfaces absorbing excess water and

breaking out in what some call “concrete acne.”

Instead of drafting new rules that specifically target the cement industry, Taiwan should

reform the legal-regulatory environment, so as to incentivize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 and

porous surfaces, limit urban sprawl and preserve remaining green spaces. This would

bring the country a whole raft of benefits, a reduction in the amount of concrete poured

each year being just one of them.

Steven Crook, the author or co-author of four books about Taiwan, has been follow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since he arrived in the country in 1991. He drives a hybrid and

carries his own chopsticks. The views expressed here are his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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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 microbiota can regulate social behavior: report
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21/07/15/200376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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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 microbiota can regulate social behaviors of mice via stress response

mechanisms in the brain, which might shed new light on the treatment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a study published by Taiwanese and US researchers in the

journal Nature said.

Social behaviors are related to survival and reproduction, while one common social

activity among mice is that one would smell another’s anus or whiskers, showing

curiosit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assistant

professor Wu Wei-li (吳偉立), the study’s lead author, told an online news

conference.

Previous studies had explore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mice’s gut microbiota and

their social activities, but the gut-brain connections that regulate their social

behaviors are unclear, Wu said.

Their experiments found that germ-free mice and mice whose intestinal microbiota

were restricted appeared to be socially inactive, while their levels of corticosterone, a

stress hormone, were higher, he said.

When researchers inhibited the mice’s corticosterone through drugs or by removing

the mice’s adrenal glands, the germ-free mice became more socially active, he

added.

When they stimulated normal mice’s neurons that regulate adrenaline or other

stress responses, their social behaviors declined, he said.

The team also identified a specific gut bacterial species, Enterococcus faecalis, that

promoted social activity and reduced stress hormones in mice, Wu said.

Other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bacteria are found in most humans, but their

level is lower in those who have mental disorders, he said.

The study, titled “Microbiota regulate social behaviour via stress response neurons

in the brain,” wa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Nature on June 30. The research project

was partly fund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The paper also involved contributions from teams led by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ofessors Sarkis Mazmanian, Rustem Ismagilov and Viviana

Gradinaru, Wu said.

They spent more than two years defending their submission in response to queries

from the journal’s reviewers, Wu said.

The study shows that gut microbiota influences not only health, but also neur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MOST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Director-General Chen Hong-

chen (陳鴻震) said, expressing the hope that their findings would help advance

precision medicine on related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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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their research model can be applied to humans, but

their findings might inspire some new ways of thinking for similar research,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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