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9/10 台灣數位新聞台/民時新聞Taiwan Digital News

www.enewstw.com/City01.asp?ItemID=86299 1/2

附件

活躍健康高齡社會 成大研發AI智能科技促進長者好肌力
／

2020/9/10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大智

慧老人醫院建造中，利用物聯網人工

智慧整合運動復健科技，發展高齡者

活躍健康的智慧精準醫療科技，串聯

醫學中心、社區及居家健康照護，也

如火如荼展開。成功大學前瞻醫材中

心結合跨領域專業，研發適合機構長

輩及衰弱長者使用的「智能回饋輕量化健康促進訓練系統」，透過AI智能科技促進長

者好肌力。

 成功大學前瞻醫材中心表示，高齡長者在面臨長時間臥床的狀況之下，肌肉力量

減退的速度是年輕人的二至三倍之多。如何使高齡長者在病後能維持基本的肌肉力

量使其能透過功能訓練，逐步回復身體生理功能，以及避免因為長期臥床與缺乏適

當復能訓練而導致的後續失能現象，是醫療院所及健康照護團隊近年來致力發展方

向。

 成功大學前瞻醫材中心獲科技部計畫補助，在蘇芳慶副校長帶領之下結合工程、

資工、復健、工設、護理、管理及老年科醫師跨領域專業，研發適合機構長輩及衰

弱長者使用的智能回饋輕量化健康促進訓練系統，提供長照機構長輩及衰弱長者及

早的個人化下肢活動力訓練，訓練過程提供使用者生理資訊的即時傳輸與紀錄，系

統整合人工智慧演算法並提供危險預警功能，醫護人員、照護者、健康促進專家皆

可透過電腦、平板、或手機連上智能雲端系統，即時了解長輩的訓練進展，即使遠

在千里之外，也能即時掌握長輩體能進步情形。

 「智能回饋輕量化健康促進訓練系統」日前進駐悠然綠園安養暨長期照顧中心。

從事長照工作14年的悠然綠園呂主任表示，長照工作非常需要人力幫忙，很謝謝這

幾年有成功大學蘇副校長帶領的智慧健康照護團隊，開發人工智慧運動復能科技，

幫助長輩進行活動力訓練，同時也紓解長照團隊的照護壓力。

 成功大學副校長蘇芳慶指出，以遠端智慧照護科技串連醫學中心、社區院所、長

照機構、乃至住家，在高齡社會來臨的年代尤其重要。成功大學正在建立老人醫

院，未來將陸續與企業交流合作，並增加與國際之間的鏈結。感謝悠然綠園團隊與

成功大學一起進行創新照護科技的試辦，對高齡長者健康的維護貢獻良多。

 智能回饋輕量化活動力訓練系統之另一特色為輕量化，讓居家的使用更加便利。

透過提升居家長輩的行動能力，提升長輩走出戶外的意願。所有個人化的數據儲存

於雲端資料庫，未來可在看診時作為平日活動力的表現依據，提供給醫師參考，亦

可提供健康促進專家如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運動教練等，做為課程進階的參

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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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供更全面的科技服務與社群互動，智能回饋輕量化活動力訓練系統將與成大

前瞻醫材中心的智慧健康照護網進行資訊整合串接。成大前瞻醫材中心深信，在成

大智慧健康照護跨領域團隊的努力下，將提供整合醫學中心、社區、乃至居家場域

的全人智能健康照護，讓智能福祉科技會更加貼近使用需求，開創高齡長者遠端智

慧健康的創新模式，增進高齡長者的福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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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長輩好肌力 成大藉AI科技提供訓練並即時記錄 | NOW健
康｜健康數位內容第一品牌！

2020/09/10
NOW健康

▲以遠端智慧照護科技串連醫學中心、社區院所、長照機構、乃至住家，在高齡社會來臨的年
代尤其重要。（圖／成功大學提供）

【NOW健康 陳盈臻／台南報導】成大智慧老人醫院建造中，利用物聯網人工智慧
整合運動復健科技，發展高齡者活躍健康的智慧精準醫療科技，串聯醫學中心、社
區及居家健康照護，也如火如荼展開。成功大學前瞻醫材中心結合跨領域專業，研

https://zi.media/@healthmedi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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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適合機構長輩及衰弱長者使用的「智能回饋輕量化健康促進訓練系統」，透過AI
智能科技促進長者好肌力。

成功大學前瞻醫材中心表示，高齡長者在面臨長時間臥床的狀況之下，肌肉力量減
退的速度是年輕人的2至3倍之多。如何使高齡長者在病後維持基本的肌肉力量使其
能透過功能訓練，逐步回復身體生理功能，以及避免因為長期臥床與缺乏適當復能
訓練而導致的後續失能現象，是醫療院所及健康照護團隊近年來致力發展的方向。

成功大學前瞻醫材中心獲科技部計畫補助，在蘇芳慶副校長帶領之下結合工程、資
工、復健、工設、護理、管理及老年科醫師跨領域專業，研發適合機構長輩及衰弱
長者使用的智能回饋輕量化健康促進訓練系統，提供長照機構長輩及衰弱長者及早
的個人化下肢活動力訓練，訓練過程會將使用者生理資訊即時傳輸並紀錄，系統整
合人工智慧演算法並提供危險預警功能，醫護人員、照護者、健康促進專家皆可透
過電腦、平板、或手機連上智能雲端系統，即時了解長輩的訓練進展，即使遠在千
里之外，也能掌握長輩體能進步情形。

「智能回饋輕量化健康促進訓練系統」日前進駐悠然綠園安養暨長期照顧中心。從
事長照工作14年的悠然綠園呂主任表示，長照工作非常需要人力幫忙，很謝謝這幾
年有成功大學蘇副校長帶領的智慧健康照護團隊，開發人工智慧運動復能科技，幫
助長輩進行活動力訓練，同時也紓解長照團隊的照護壓力。

成功大學副校長蘇芳慶指出，以遠端智慧照護科技串連醫學中心、社區院所、長照
機構、乃至住家，在高齡社會來臨的年代尤其重要。成功大學正在建立老人醫院，
未來將陸續與企業交流合作，並增加與國際之間的鏈結。

智能回饋輕量化活動力訓練系統之另一特色為輕量化，讓居家的使用更加便利。透
過提升居家長輩的行動能力，增加走出戶外的意願。所有個人化的數據儲存於雲端
資料庫，未來可在看診時作為平日活動力的表現依據，提供給醫師參考，亦可提供
健康促進專家如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運動教練等，做為課程進階的參考依
據。

為提供更全面的科技服務與社群互動，智能回饋輕量化活動力訓練系統將與成大前
瞻醫材中心的智慧健康照護網進行資訊整合串接。希望在跨領域團隊的努力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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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整合醫學中心、社區、乃至居家場域的全人智能健康照護，讓智能福祉科技會
更加貼近使用需求，開創高齡長者遠端智慧健康的創新模式，增進高齡長者的福祉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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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世界頂尖大學 台灣的大學還可以這樣辦下去嗎？

【蘇文鈺專欄】大學正從內部產生巨大的變化，分科系、分學院的牆逐漸被推倒，但

在解構又重構的過程中，更該問的是大學到底是訓練一技之長，或是傳授知識學問的

地方？

 
1207
瀏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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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把大學的首要工作回到教育的根本，參考目前知識可以在網路輕易取得的狀

況，思考隨著這個世界的劇烈變化，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也越趨複雜時，讓我們來看

看目前大學的結構。

台大校長管中閔日前曾說，目前大學分院、分科系的方式已經超過200年，但不要說

200年，最近30年的變化都夠快的了。30年前的手機很巨大，有的還要外掛一個大電

池，現在的手機卻輕薄如此，上網、拍照，功能多到不行。

文—蘇文鈺．天下Web only
2020-09-09

他問，「大學還可以像現在這麼辦下

去嗎？」

圖片來源：黃明堂攝

https://www.cw.com.tw/author/5046
https://www.cw.com.tw/search/doSearch.action?key=%E5%A4%A9%E4%B8%8BWeb+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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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哪一所大學的校長大概都同意，台灣的頂尖大學放在世界的觀點下，一點都不頂

尖。在史丹佛大學，有的課一班好幾百人，有的課一兩個人也開。一個數百人的班，

要怎麼確保多數學生都可以學到一定的程度呢？而一兩個人的班級，上課方式又該是

是如何？

體制內的體制外

成功大學近來成立的運算學院與X學院，在國外可能也有類似學院體制，後者提倡跨

領域學習，學生有更多選課的自由，畢業以專案為評量標準，學生在每次專案報告

時，都被叮得滿頭包。

運算學院則是體制內的體制外，不僅以「運算」為核心，更用「運算」來支援全校的

教學與研究，舉凡教授的聘任、升等、續聘等等，都與現行的學院運作方式不同。我

問過吳誠文副校長，為什麼要創辦「這麼奇特」的學院？他說，在台灣要從體制外去

改變體制，太困難也太緩慢，所以他先進入體制內，以非體制內的方式創造成果，進

一步說服學校教授一起顛覆目前僵化的體制。

光是想來，就令人覺得困難重重。如果不是成大校長蘇慧貞積極想要改變成大，啟動

不分系、X學院、踏溯台南和通識課程改革、弱勢招生等等，營造豐沃的土壤，運算

學院的結構不可能憑空生長出來。

新的結構往往很難從舊框架長出來，因為舊框架會有諸多的包袱，無法放開手作教育

實驗。很多人擔心這些實驗會不會耽誤學生，其實不用擔心，因為新架構裡，一定有

讓學生選擇回到舊架構的管道，同時要有夠多的自由度，才了解這樣的架構是否能引

導學生做更深度的學習。

台大引自史丹佛的D School、成大的專案實作開發，都有許多Design Thinking（設計

思考）的成分，讓學生從不同的角度思考一項工作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過程中需

要的步驟、技術等等。這跟傳統的學院教學很不一樣，後者是要學完一大堆學科知識

後才開始進行專題製作，而前者是學生經過推敲後，決定修哪些專門科目。

這裡並不是說創新或傳統方式哪種才是對的，對於能夠把學科知識啃下去，一路深

入，甚至把深入知識當作目標的學生來說，傳統做法一點都沒有錯；但是對另一類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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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到「原型」、「半成品」或「成品」，或是確認用途後才能激發出動機的學生來

說，前者無疑會比較好。

以我個人而論，我是先被電子零件所能達成的功能吸引，決定念電機系，並經過多年

學院薰陶後，才能夠達到「先學理論、再看實務」的人，如果不是當年的經驗，我應

該不會走上今天這條路。

不管是台大或是成大，都是有限度地在體制內進行改革，或者說，用比較不激烈的進

程在解構部份的大學，同時在解構後重建新功能。這些「先行者」，都是在大學體制

中奮鬥多年，有感於世界的變化，知道不能故步自封，停在200多年以來的舊制度，

以免台灣在下一波的世界變動之際（或是說這一波疫情已經帶來的變動），落在世界

頂尖大學之後更遠。

職前訓練還是做學問？

在疫情當前，在知識隨手取得，在學校老師講課不一定比得上網路影片，我們要問，

「在解構與重構之外，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如同長遠以來，我們一直爭辯，大學是做職前訓練、還是教授「學問」的地方？光學

知識，學生就足以用來謀生與面對職場的變化嗎？假如知識可以用來謀生，學問又要

用在哪裡呢？

如果大學跟過去一樣，恐怕會繼續被罵大學內捲化、大學象牙塔、與世界脫節云云，

所以想不成為職前訓練所都不行。但是假如所有大學都專注在做職前訓練，恐怕只會

讓教授與學生的目光更為短淺，與內捲化的後果不會有太大的區別。

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兼顧呢？

這讓我想起南台科技大學教授楊斯嵐所說，大學能教授學生的主要有三，一是人類能

做與正在做什麼，二是人類有哪些東西還做不到，三是以後可能會碰到什麼情況。

有人也許會進一步問，知道這些有什麼用？問題是，你假如不知道這些，就只能瞎子

摸象。讓學生知道他們正站在哪一個路口，至少下一步該做什麼會比較有把握，不是

嗎？（責任編輯：曹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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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商會成大簽署合作備忘錄 促綠能產學交流
最新更新：2020/09/10 15:20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0日電）歐洲在台商務協會今天分別和成功大學、沙崙智

慧產業創新聯盟簽署合作備忘錄，將為台南永續綠能、智慧科技等領域建立新高度。

這2份合作備忘錄今天在台南沙崙綠能科學城簽署，由歐洲在台商務協會（ECCT）

理事長尹容（Giuseppe Izzo）和成功大學校長、沙崙智慧產業創新聯盟召集人蘇慧

貞代表簽署，副總統賴清德也捎來賀電，樂見合作開花結果。

成大和歐洲在台商務協會2013年就簽署為期3年的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動學生學習與

就業，培育優秀人才，今年雙方再度攜手合作，拓展至產學交流、專業研究領域，合

作夥伴更增加沙崙智慧產業創新聯盟。

尹容表示，他代表商會再度和成大合作，同時也歡迎沙崙智慧產業創新聯盟的加入，

期望未來和台南產官學界在永續綠能、智慧科技等領域建立長期技術與研究交流，共

創雙贏。

合作備忘錄儀式簽署後，成功大學、台南市政府、歐洲在台商務協會、沙崙智慧產業

創新聯盟，接著共同舉辦低碳城市研討會，討論低碳綠能、智慧運輸及智慧醫療、循

環經濟等議題。

成大表示，歐洲在台商務協會下的「低碳倡議行動」，每年持續在台南舉辦「台歐低

碳城市會議」，邀請市府相關局處首長及歐洲企業代表分享低碳城市發展政策及歐洲

企業成功案例，今年已是第8年在台南舉辦，以促進台歐間交流合作，共同為建立低

碳家園目標努力。（編輯：張芷瑄）1090910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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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商會與成大、沙崙聯盟簽備忘錄 合推

低碳研發交流

2020-09-10 13:09  聯合報  / 記者周宗禎／台南即時報導

歐洲在台商務協會(ECCT)今天與成功大學、「沙崙

智慧創新產業聯盟」簽署合作備忘錄。商會理事長

尹容表示，台南是推動綠能永續發展的領導城市，

這次簽約將推動與產官學各方合作 、 分享永續綠

8

歐洲商會與成 大 、沙崙聯盟今簽署合作備忘錄，推動低碳研發交流。記者周

宗禎／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4NT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95%86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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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智慧科技等相關領域技術新知與交流，加深台

歐合作共創雙贏。

簽約儀式由尹容與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台南市副

市長許育典代表三方簽字。身兼「沙崙聯盟」的蘇

慧貞在簽約前介紹台南綠能產業發展現況，成大推

動成立的沙崙智慧的產業創新聯盟，也將加強與歐

洲商會商務與科技交流。簽約後立委何志偉主持低

碳城市研討會，說明台南市在低碳綠能發展現況。

台南有273家綠能相關產業，今年綠電發電量可達2

GW兩百萬千瓦。許育典指出，台南積極推動陽光電

城、5G、自駕公車等綠能產業，展示台南市發展綠

能、建立「智慧新都」的決心。

歐洲商會2013年至今持續舉辦「台歐低碳城市研討

會」，每年吸引許多企業及專家與會。今年南下舉

辦「歐洲商會與成功大學」、「歐洲商會與沙崙聯

盟」簽署合作備忘錄儀式，肯定台南產官學推動低

碳綠能的努力。

低碳城市研討會邀請歐商會員企業、成功大學、沙

崙聯盟企業成員以及市府經濟發展局、環境保護局

及交通局等代表出席演講，就低碳綠能、智慧運

輸、循環經濟及智慧醫療等議題討論，共構產官學

界的對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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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商會與成大、沙崙聯盟今簽署合作備忘錄，推動低碳研

發交流。記者周宗禎／攝影

歐洲商會與成大、沙崙聯盟今簽署合作備忘錄，推動低碳研

發交流。記者周宗禎／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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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萊因：自動駕駛安全優先於技術

台北2020年9月9日 /美通社/ -- 日前由成功大學與台灣德國萊因合作主辦「2020 智慧

駕駛落地與實證論壇」，探討人車路的發展，分享歐盟自駕法規與車聯網安全，台南

自駕公車與德國自駕公車實務案例，如何讓道路更聰明等議題。在全球掀起自駕車風

潮時，如何為自己的城市定義智慧交通里程碑，並以安全為前提，將是自駕車時代發

展的重要課題。論壇現場近百位學界業界代表參與，會後並參觀臺灣智駕測試實驗

室，近距離體驗自駕場域的測試環境與教育功能，期待激發產業動能。

2020 智慧駕駛落地與實證論壇

智慧交通的目標在於依序確認安全、效率、節能、舒適。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系副教授

林威勳抛出有趣的問題：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有紅綠燈和没紅綠燈，哪個是較有效

率的？自駕車要如何通過號誌路口？經由實測顯示，在安全無虞的狀況下，没有紅綠

燈其實是較有效率的。目前L1-L3 級的自動駕駛主要是應用雷達，光達及 AI 影像辨識

技術，但未來自駕車要再引進高精地圖與車路聯網才能真正進入無人化駕駛。他同時

介紹成大研發的smart C（新世代號誌控制系統平台），使號誌設備成為多功能智慧化

美通社 2020/09/09 17:39(17小時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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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側設備，實現緊急車輛優先、大眾運輸優先、智慧化號誌控制、節能駕駛、數據

收集等五大應用。

德國萊因交通服務潘世文總經理介紹歐盟自駕車法規及豁免審批程序，「全球趨勢未

來會朝L4級的應用較多，也就是低速、特定目的、封閉迴路的應用會越來越普及。」

另一個趨勢是，在歐洲所有的自駕車標準都是根據城市來定義，都得經過當地城市相

關部門及技術團隊做評估，「因為台北和台南的交通狀況一定不同。」他精闢點出，

對歐盟法規制定單位來說，他們在意的不是技術多先進，而是車輛的安全性，歐盟法

規的制定重點在於轉向系統，「車子往前開不是問題，而是在換車道時不會產生任何

問題，資訊會不會丟包，一丟包會不會有意外發生。」

德國萊因交通服務吳孝先副總經理則展示了在歐盟一台房車及一台自駕公車從零件到

整車需要通過多少驗證項目。根據最新的歐盟自駕車框架文件(WP.29) 指出，自駕車

的願景在於改善道路運輸潛力且確保不得造成任何不可忍受的風險。該文件建議自駕

車應優先考慮系統安全、故障安全回應、人機界面操作訊息、網絡安全等關鍵原則，

其他仍在討論中的重點包括車輛如何維護和檢查，消費者教育，自駕車踫撞後是否還

能維持安全等。

隨著5G 時代來臨，世界已没有邊界。 車聯網本身就是一個風險，不管是用Wi-Fi， 藍

牙，或3G、5G 作資料交換就可能成為駭客攻擊的重點。目前車聯網攻擊場景已包括

車廠資料中心、手機應用程式、身份竊取冒用、電動車充電站、伺服器及遠端控制單

元等造成程度不一的資安風險。基於政治，經濟利益，近年來駭客數量已成長6倍以

上，受害人包括整車廠，車隊管理，核心供應商，車輛租借共享服務都是攻擊目標，

因而網路安全對自駕車來說是特別重要。 「一台運行中車輛的某個元件能突然被迫中

止，背後就是很大的風險。」德國萊因工業服務與資訊安全資深顧問陳建宇說。

目前電子產品在整車成本約占40%，但當車上電子產品越來越多時，再加上自駕車系

統時，電子產品成本預估將會增加到60%以上。雖然目前國際還沒自駕車專用的安全

規範，但自駕車的安全性仍可參考一些現有車輛安全評估標準，以降低上路時可能帶

來的安全風險，例如汽車電子功能安全的ISO 26262標準或SOTIF（預期功能安全）規

範，汽車電子產品若能符合相關規範，將證明具備一定可靠度。汽車的發展至今已從

傳統電氣轉向軟體控制，軟體定義汽車的時代已然來臨。論壇專家提醒，智慧駕駛能

落地需要法規、技術、保險等多方面因素配合，政府已提供自駕場域的測試申請，業

界可多利用展開合作，和全世界賽跑，台灣油門催快才能自駕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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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一大於二　成大與安南醫院攜手臨床與基
礎醫學跨領域合作研究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與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簽訂「共同合作研究意向書」，共同合作研究計

畫。（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為共同提升臨床與基礎醫學研究量能，台南市立安南醫院與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簽訂「共同合作研究意向書」，共同合作研究計畫，結合雙方核心資源與研究優

勢，就相關技術專利、研究成果等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綜合效果。

2020年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成功大學排名全球第

38名；成大2011年設立「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在2017年領先各大學成立

「人工智慧服務暨數據中心（AIS＆D）」、「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

心」，對於醫療、生技產業發展提供了最強後盾，未來也希冀與具豐富臨床經驗

的安南醫院能有更多的研究與產學合作。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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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醫院院長林瑞模表示，成大為國內外知名的綜合型大學，在相關跨領域整合

的研究發展能量非常強大，也培育了許多優秀的人才，為台灣各專業領域舉才無

數；安南醫院受惠於成大不僅限於醫療支援合作，在人才羅致上也得利於成大作

育英才。安南醫院有1／4的醫師是成大校友，除醫學系外，更有基礎醫學研究

所、細胞生物暨解剖研究所、醫學工程研究所、老年學研究所、工衛環醫所、公

衛所、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等碩博士學位都受成大栽培；成大各學院及附設醫

院與安南醫院結合緊密，成為學術與應用並重的研發夥伴。

安南醫院成立近8年，除專精醫療服務外，也致力於精進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因

此，無論在醫療的區域合作，以及跨領域、跨學門的醫療研究發展計畫中，能與

成功大學互信互惠、共同合作，實屬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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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與安南醫院的臨床與基礎醫學跨領域合作研究議定雙方同意定期與不定期共

同召開研討或說明會議，商討定案相關研究計畫案與研究方向、合作執行面細

節，希冀透過雙方跨領域跨院合作，共同提升醫學研究品質與產能，並延續與促

進更多交流合作。



2020/9/10 中華海峽傳媒: 成大×安南醫攜手 臨床與基礎醫學跨領域合作研究

www.ccsn0405.com/2020/09/blog-post_728.html 1/2

2020年9月10日 星期四2020年9月10日 星期四

成大×安南醫攜手 臨床與基礎醫學跨領域合作研究

【記者于郁金/連凱斐/臺南報導】為共同提升臨床與基礎醫學研究量能，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與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簽訂「共同合作研究意向書」，共同合作研究計畫，結合雙方核心資
源與研究優勢，就相關技術專利、研究成果等發揮1加1大於2的綜效。

2020年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成功大學排名全球第38名；成大
2011年設立「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在2017年領先各大學成立「人工智慧服務暨數據
中心(AIS＆D)」、「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對於醫療、生技產業發展提供了最
強後盾，未來也希冀與具豐富臨床經驗的安南醫院能有更多的研究與產學合作。

安南醫院院長林瑞模表示，成大為國內外知名的綜合型大學，在相關跨領域整合的研究發展
能量非常強大，也培育了許多優秀的人才，為臺灣各專業領域舉才無數；安南醫院受惠於成
大不僅限於醫療支援合作，在人才羅致上也得利於成大作育英才；安南醫院有1/4的醫師是
成大校友，除醫學系外，更有基礎醫學研究所、細胞生物暨解剖研究所、醫學工程研究所、
老年學研究所、工衛環醫所、公衛所、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等碩博士學位都受成大栽培；
成大各學院及附設醫院與安南醫院結合緊密，成為學術與應用並重研發夥伴。

安南醫院成立近8年，除專精醫療服務外，也致力於精進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因此，無論
在醫療的區域合作，以及跨領域、跨學門的醫療研究發展計畫中，能與成功大學互信互惠、
共同合作，實屬可貴。

成大與安南醫院的臨床與基礎醫學跨領域合作研究議定雙方同意定期與不定期共同召開研討
或說明會議，商討定案相關研究計畫案與研究方向、合作執行面細節，希冀透過雙方跨領域
跨院合作，共同提升醫學研究品質與產能，並延續與促進更多交流合作。

https://1.bp.blogspot.com/-l-MfeBz8_sw/X1kRdTdn0xI/AAAAAAAGfE4/U-Dwoayv4gUgF9YTgBdh7EIoAzsXysFDgCLcBGAsYHQ/s1600/159967249616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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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與安南攜手 臨床與基礎醫學跨領域合作研究
Posted By: TainanTalk  九月 9, 2020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為共同提升臨床與基礎醫學研究量能，臺南市立安南醫院與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簽訂「共同合作研究意向書」，共同合作研
究計畫，結合雙方核心資源與研究優勢，就相關技術專利、研究成果等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綜效。

（圖說）為共同提升臨床與基礎醫學研究量能，臺南市立安南醫院院長林瑞模（左）與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院長沈孟儒（右）簽訂「共同合作研究
向書」。（記者鄭德政攝）
2020年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成功大學排名全球第38名；成大2011年設立「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在2017年領先
各大學成立「人工智慧服務暨數據中心（AIS＆D）」、「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對於醫療、生技產業發展提供了最強後盾，未來也希
冀與具豐富臨床經驗的安南醫院能有更多的研究與產學合作。
安南醫院院長林瑞模表示，成大為國內外知名的綜合型大學，在相關跨領域整合的研究發展能量非常強大，也培育許多優秀人才，為台灣各專業領域
舉才無數；安南醫院受惠於成大不僅限於醫療支援合作，在人才羅致上也得利於成大作育英才。安南醫院有1/4的醫師是成大校友，除醫學系外，更
有基礎醫學研究所、細胞生物暨解剖研究所、醫學工程研究所、老年學研究所、工衛環醫所、公衛所、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等碩博士學位都受成
栽培；成大各學院及附設醫院與安南醫院結合緊密，成為學術與應用並重的研發夥伴。

（圖說）雙方主管交流合影。（記者鄭德政攝）
安南醫院成立近8年，除專精醫療服務外，也致力於精進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因此，無論在醫療的區域合作，以及跨領域、跨學門的醫療研究發展
計畫中，能與成功大學互信互惠、共同合作，實屬可貴。
成大與安南醫院的臨床與基礎醫學跨領域合作研究議定雙方同意定期與不定期共同召開研討或說明會議，商討定案相關研究計畫案與研究方向、合作
執行面細節，希冀透過雙方跨領域跨院合作，共同提升醫學研究品質與產能，並延續與促進更多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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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學院與安南醫院 簽署共同合作研究MOU

為共同提升臨床與基礎醫學研究量能，國⽴成功⼤學醫學院與臺南市⽴安南醫院9⽇簽訂「共同合
作研究意向書」，未來雙⽅將結合核⼼資源與研究優勢，就相關技術專利、研究成果等項⽬合
作，發揮⼀加⼀⼤於⼆綜效。

2020年英國泰晤⼠⾼等教育（THE）世界⼤學影響⼒排名，成功⼤學排名全球第38名， 2011年
成⼤設⽴「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在2017年更領先國內各⼤學成⽴「⼈⼯智慧服務暨數據中
⼼（AIS＆D）」、「⼈⼯智慧⽣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對於醫療、⽣技產業發展，提供了最強
後盾，未來希望與具豐富臨床經驗的安南醫院，有更多的研究與產學合作。

安南醫院院⻑林瑞模表⽰，成⼤為國內外知名的綜合型⼤學，在相關跨領域整合的研究發展能量
⾮常強⼤，培育許多優秀⼈才，為台灣各專業領域舉才無數，安南醫院受惠於成⼤不僅限於醫療
⽀援合作，在⼈才網羅上，也得利於成⼤作育英才。

安南醫院成⽴近8年，除專精醫療服務外，也致⼒於精進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

安南醫院⽬前有1/4的醫師，是成⼤校友，因此，無論在醫療的區域合作，以及跨領域、跨學⾨的
醫療研究發展計畫中，能與成功⼤學互信互惠、共同合作，實屬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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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成功⼤學醫學院與臺南市⽴安南醫院，共同簽訂「共同合作研究意向書」，未來雙⽅將結合核⼼資源與研究優勢，發揮⼀加⼀⼤

於⼆綜效。 記者張傑/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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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與安南醫院雙⽅合作，除臨床與基礎醫學跨領域合作研究外，更議定雙⽅同意定期與不定期
召開研討或說明會議，商討定案相關研究計畫案與研究⽅向、合作執⾏⾯細節，希冀透過雙⽅跨
領域跨院合作，共同提升醫學研究品質與產能，並延續與促進更多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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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v.s高雄榮總簽署MOU　臨床與研究共榮共享

成功⼤學擁有醫學院與附設醫院，積極與更多醫療機構合作共榮發展，促進南台灣醫療整體更上
層樓，9⽇更是雙喜臨⾨，除與安南醫院簽署MOU，更與⾼雄榮⺠總醫院簽署策略聯盟合作備忘
錄，雙⽅期許未來能將⾼榮臨床實務與成⼤醫學實⼒與研發能量，有效結合，在臨床教學、學術
研究、⼈才培育與醫療服務等⾯向創造多贏。

成⼤校⻑蘇慧貞表⽰，成⼤很⾼興能與⾼榮結盟，成為好夥伴，透過醫學院的⼈才培育到臨床場
域，能更聚焦在醫學中⼼特⾊上，作為雙⽅合作及加值空間，期待合作為彼此帶來更多發揮，在
臨床上有更多的結合與成果。

⾼榮院⻑林曜祥指出，⾼榮本院有27位主治醫師是成⼤醫學院培養出來的，醫院內也不少⼈在成
⼤進修、念博⼠班，雙⽅也曾在學術研究上合作，且⾼榮設有再⽣醫學中⼼，與成⼤合作將可以
加⼊細胞治療領域，癌症⽅向希望能注⼊智慧、科技朝精準醫療發展，將先鎖定頭頸癌、腸胃道
癌、泌尿系統癌症等臨床治療研究，透過此次簽約合作，能協助⾼榮未來發展，也對兩⽅的臨床
照護、研究上帶來加乘與突破，幫助國家發展醫療⽣技產業。

⾼榮院⻑林曜祥說，⾼榮⿎勵醫師進修，⽬前已有許多優秀主任在成⼤完成博⼠學位，未來將繼
續⿎勵院內⼈才⾄成⼤臨醫所、基醫所及醫⼯等系所進修。

2020-09-09 19:32 經濟日報 張傑

成⼤校⻑蘇慧貞（右）與⾼雄榮⺠總醫院院⻑林曜祥共同簽署ＭＯＵ。 記者張傑/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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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學院院⻑沈延盛指出，成⼤醫學院附設醫院設有癌症中⼼，旨在專研癌症治療，在雙⽅⼈
才資源的合作下，期盼在癌症精準治療、消化腸胃道與泌尿系統癌症等醫學研究與臨床交流上，
更具體落實。

沈延盛院⻑表⽰，成⼤有完整基礎與臨床博⼠班課程，還有許多跨領域系所可以提供更多⾯向的
進修與合作，近年來醫學院新設「智慧⽣醫學分學程」、「先端⼿術研究轉譯醫學學分學程」，
可提供更接近臨床的轉譯新知，未來成⼤醫學院也會成⽴遠距課程，提供⾼榮醫師更多彈性進修
管道。

成功⼤學與⾼雄榮⺠總醫院簽署策略聯盟合作備忘錄，雙⽅期許未來能有效結合，在臨床教學、學術研究、⼈才培育與醫療服務等⾯

向創造多贏。 記者張傑/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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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學院多年來與奇美醫院、義⼤醫院、秀傳醫院等維持良好研究合作關係，也積極擎劃整合
南部各醫療院所建⽴共同研究中⼼，輔以成功⼤學是南部教學重鎮，成⼤醫學院落實醫療研究與
南台灣醫療臨床與研究共榮共享。

未來雙⽅在醫學及醫事相關科學系、醫事⼈員培訓合作⽅⾯，⾼榮將提供成⼤醫學院學⽣畢業後
的⼀般醫學訓練、實習醫師及其他科學系等實習的場域，雙⽅招募之醫事⼈員也可互為代訓，緩
解彼此臨床教學負擔及互惠醫事⼈員代訓需求。

成⼤細胞⽣物與解剖學研究所所⻑吳佳慶教授指出，雙⽅未來合作，除了有完整基礎與臨床博⼠班課程，還有許多跨領域系所，可以

提供更多⾯向的進修與合作，成⼤醫學院也會成⽴遠距課程，提供⾼榮醫師更多彈性進修管道。 記者張傑/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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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總與國立成功大學簽定策略聯盟

⾼雄榮⺠總醫院與國⽴成功⼤學9⽉9⽇有進⼀步的合作，希冀藉由策略聯盟合作協議簽訂，成為
正式的合作聯盟。當⽇由⾼雄榮總院⻑林曜祥、成功⼤學校⻑蘇慧貞代表雙⽅簽訂策略聯盟合作
協議，未來在⼈才培育、臨床醫療照護就業、教學、研究有更多元加值的成⻑，促使南部的醫療
及學術研究更加蓬勃交流及發展。

⾼雄榮總設⽴於⺠國79年，⽬前受國家指派以注⼊智慧、科技及精準醫療的精神籌建屏東⼤武重
症醫院，以解決屏東急重症醫療及⻑照的需求，守護⾼屏地區⺠眾的健康⽣活。⾼雄榮總除臨床
照顧外，設有醫學研究實驗室、臨床試驗中⼼、⼈體⽣物資料庫、產官學合作等，以激發員⼯投
⼊研究研發對⼈類有益的創新科技。⾼雄榮總院⻑林曜祥表⽰，⾼榮是⾼屏地區唯⼀的公⽴醫學
中⼼，⻑期致⼒於醫療、教學與研究，以提升南部區域醫療⽔準。近年更導⼊各種智能設備、結
合多⽅資源，與成⼤的結盟將規劃雙⽅機構互利的合作，以優化南部醫療照護產業，並期使台灣
醫療及學術研究更加躍進。

2020-09-10 10:47 經濟日報 黃啟銘

⾼雄榮總院⻑林曜祥（左）與成功⼤學校⻑蘇慧貞（右）代表雙⽅簽署策略合作。 ⾼雄榮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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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學⾃1931年創校以來，持續成⻑、積極發展，⽬前為國內學術領域最完整的研究型綜合⼤
學，擁有醫學、社科、電機資訊、⽣科、⼯學、⽂、理、管理、規劃與設計等9個學院。成⼤醫學
院更有各項研究中⼼，如抗體新藥中⼼、基因體醫學中⼼、植物新藥開發研究中⼼、傳染病研究
與訊息中⼼、國際傷⼝修復與再⽣研究中⼼、奈⽶醫學研究中⼼等研究單位，研究資源豐沛、⼈
才濟濟。成⼤蘇慧貞校⻑表⽰成功⼤學在成⼤醫學中⼼的加持下，有幸集中各領域資源，系統性
結構性地與國內各醫療機構合作。校部各領域的師資⼈才與各項合作，更價值了發展空間。今⽇
成功與⾼榮策略聯盟合作，未來必定可成為並肩同⾏的好鄰居、好夥伴。

⾼雄榮總與成功⼤學合作攜⼿，運⽤雙⽅資源、創造超值成效，在醫療、教學、研究都能達到雙
贏，為病⼈與⺠眾帶來更好的照顧與保障，藉以提升醫療照顧量能。

9⽇簽訂策略聯盟儀式合影。 ⾼雄榮總/提供。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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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總與成大策略聯盟 盼促南部醫療及研究更蓬

勃發展
2020-09-10 15:31

高雄榮民總醫院與成功大學進行策略聯盟，促進南部醫療及研究更蓬勃發展。（圖高榮提供）

〔記者方志賢／高雄報導〕高雄榮民總醫院與成功大學進行策略聯盟，未來在
人才培育、臨床醫療照護就業、教學、研究共同合作，期盼有多元加值的成
長，促成南部的醫療及學術研究更蓬勃發展。

高雄榮總院長林曜祥表示，高榮是高屏地區唯一的公立醫學中心，長期致力於
醫療、教學與研究，目前注入智慧、科技及精準醫療的精神籌建屏東大武重症
醫院，以解決屏東急重症醫療及長照的需求，守護高屏地區民眾的健康生活。

林曜祥表示，這次與成大結盟，以優化南部醫療照護產業，並期使台灣醫療及
學術研究更加躍進。

成大校長蘇慧貞說，成功大學在成大醫學中心的加持下，集中各領域資源，與
國內各醫療機構合作。這次與高榮策略聯盟合作，未來可成為並肩同行的好鄰
居、好夥伴。

蘇慧貞說，成大與高榮合作攜手，運用雙方資源、創造超值成效，在醫療、教
學、研究都能達到雙贏，為病人與民眾帶來更好的照顧與保障，藉以提升醫療
照顧量能。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0/09/10/3287649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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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與高雄榮總簽署合作意向書　臨床與研究
共榮共享

▲成大校長蘇慧貞、高雄榮民總醫院院長林曜祥9日代表雙方簽署策略聯盟合作備忘錄，臨床

與研究共榮共享。（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擁有醫學院與附設醫院，積極與更多醫療機構合作共榮發展，促進南台

灣醫療整體更上層樓，成大校長蘇慧貞、高雄榮民總醫院院長林曜祥，9日代表雙

方簽署策略聯盟合作備忘錄，期許結盟將高榮的臨床實務與成大醫學實力與研發

能量有效結合，在臨床教學、學術研究、人才培育與醫療服務等創造多贏。

高雄榮民總醫院院長林曜祥，9日下午偕同副院長陳垚生等主管來到成大醫學院，

受到成大校長蘇慧貞、醫學院院長沈延盛、附設醫院院長沈孟儒等主管熱烈歡

迎。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

https://www.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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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貞校長表示，成大高興與高榮結盟，成為好夥伴，期待合作為彼此帶來更多

的發揮，在臨床上有更多的結合與成果。林曜祥指出，高榮本院有27位主治醫師

是成大醫學院培養出來的，醫院內也不少人在成大進修、念博士班，雙方也曾在

學術研究上合作。希望此次簽約能協助高榮發展，也對兩方的臨床照護、研究上

帶來加乘與突破，造福鄉親，幫助國家發展醫療生技產業。

高榮為醫學中心，是龐大的榮民醫療體系中南部之龍頭。成大是頂尖的綜合大

學，更是南台灣醫療與醫學研究重鎮。成大與高榮合作含括三大主軸：一、提升

兩院學術研究質與量。二、人才培育及交流。三、醫學及醫事相關科學系、醫事

人員培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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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與高榮未來將在癌症、感染症、再生醫學等領域合作研究。高榮院長林曜祥

表示，高榮設有再生醫學中心，與成大合作將可以加入細胞治療領域，癌症方向

希望能注入智慧、科技朝精準醫療發展，將先鎖定頭頸癌、腸胃道癌、泌尿系統

癌症等臨床治療研究。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指出，醫學院附設醫院設有癌症中

心，旨在專研癌症治療，在雙方人才資源的合作下，期盼在癌症精準治療、消化

腸胃道與泌尿系統癌症等醫學研究與臨床交流上更具體落實。

林曜祥院長指出，高榮鼓勵醫師進修，已有許多優秀主任在成大完成博士學位，

未來將繼續鼓勵院內人才至成大臨醫所、基醫所及醫工等系所進修。沈延盛院長

表示，成大有完整基礎與臨床博士班課程，還有許多跨領域系所可以提供更多面

向的進修與合作。近年來醫學院新設「智慧生醫學分學程」、「先端手術研究轉

譯醫學學分學程」，可提供更接近臨床的轉譯新知，未來成大醫學院也會成立遠

距課程，提供高榮醫師更多彈性進修管道。

醫學及醫事相關科學系、醫事人員培訓合作方面，高榮將提供成大醫學院學生畢

業後的一般醫學訓練、實習醫師及其他科學系等實習的場域。雙方招募之醫事人

員也可互為代訓，緩解彼此臨床教學負擔及互惠醫事人員代訓的需求。

高雄榮民總醫院1990年設立，是高屏地區唯一公立醫學中心，1991年獲衛生署評

定為合格教學醫院及甲級教學醫院。高雄榮總的任務包括醫療服務、教學訓練與

醫學研究，現為國防醫學院與陽明大學之教學醫院。高榮急診部亦在衛福部指派

下成立高屏緊急醫療災難應變指揮中心。

成功大學擁有9大學院，為一所綜合性大學。1983年增設醫學院，1988年毗鄰醫

學院的附設醫院營運，基礎與臨床教育融合為一，附設醫院在1988年經衛生署評

鑑為「準醫學中心」、1993年正式成為醫學中心。成大醫學院多年來與奇美醫

院、義大醫院、秀傳醫院等維持良好研究合作關係，也積極擘劃整合南部各醫療

院所建立共同研究中心，建立南方生醫新生態區。成功大學是南部教學重鎮，成

大醫學院落實醫療研究與南台灣醫療臨床與研究共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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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榮、成大醫學中心攜手 可望促進南方醫

療起飛

2020-09-10 12:01  聯合報  / 記者王昭月／高雄即時報導

高雄榮民總醫院與國立成功大學近日結為策略聯

盟，將在人才陪育、臨床醫療照護就業、教學、研

究上合作，發揮多元加值的能量，兩大醫學中心聯

手，也可望促成南部醫療與學術研究蓬勃的交流與

發展。

高榮與成 大結盟， 可望促成南方醫療蓬勃發展。圖／高雄榮民總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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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總創設於民國79年，目前受國家指派，籌建

屏東大武重症醫院，以解決屏東急重症醫療及長照

的需求，除臨床照顧外，設有醫學研究實驗室、臨

床試驗中心、人體生物資料庫，不斷投入創新科技

的研究。

高榮院長林曜祥表示，高榮是高屏地區唯一的公立

醫學中心，近年導入各種智能設備、結合多方資

源，促進醫療發展。這次與成大結盟，會規劃雙方

機構互利的合作，優化醫療照護產業，讓南方醫療

及學術研究更加躍進。

成功大學自1931年創校以來，目前是國內學術領域

最完整的研究型綜合大學，擁有九個學院。成大醫

學院更有抗體新藥中心、基因體醫學中心、植物新

藥開發研究中心、傳染病研究與訊息中心、國際傷

口修復與再生研究中心、奈米醫學研究中心等研究

單位，研究資源豐沛。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能與

高榮進行策略聯盟，未來必定可成為並肩同行的好

夥伴。

成大 屏東 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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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嘉祥／台南報導】 2020/09/10

南台13日數位產業徵才 成大登場

▲南市長黃偉哲、立法院數位國力促進會長劉世芳、南科管理局副局長鄭秀絨、資策會地方創

生服務處長洪毓良為南區數位創新職涯博覽會造勢。（記者李嘉祥攝）

臺南市政府、成功⼤學、Yourator數位⼈才媒合平台、凱鈿⾏動科技合辦的「⼆○⼆○南區數
位創新職涯博覽會」⼗三⽇將在成⼤登場，預估釋出超過⼀千⼆百個科技與數位創新職缺，
最⾼年薪上看⼆百廿萬元；南市⻑⿈偉哲、⽴法院數位國⼒促進會⻑劉世芳、南科管理局副
局⻑鄭秀絨、資訊⼯業策進會地⽅創⽣服務處⻑洪毓良⿑為南臺灣⾸場數位產業徵才造勢，
希望將科技職缺及⼈才留在地⽅，讓年輕⼈不再北漂。

⿈偉哲表⽰，上任後積極推動臺南產業轉型，以科技加值，吸引雅⾺遜、寶蘊凌科、⾕歌及
艾司摩爾等外商投資臺南，創造更多⼯作機會，臺南還有沙崙綠能科技城、智慧綠能科技城
等，期望藉徵才平台創造更多在地科技職缺，將優質廠商與求職者、年輕朋友結合在⼀起，
讓⼈才得以發揮，也讓企業得以成⻑。

劉世芳說，數位⼈才是數位轉⾏政策關鍵，跨黨派⽴委成⽴的⽴委數位國⼒促進會⾸要創舉
是與美國在台協會共同推出⼈才循環⼤聯盟計畫，從國際交流與新創培育⽅⾯落實台灣數位
⼈才培育，此場博覽會即是最佳案例；Yourator數位⼈才媒合平台創辦⼈陳秋瑜表⽰，台灣
推動產業⾃動化、數位化及智慧化，預計專業⼈才需求量⼀萬⼆千七百⼈，此次博覽會有超
過三百種科技及數位創新職缺，希望協助臺南搶佔此波⼈才需求潮。

南市研考會主委戴偉峻指出，臺南每年約有⼆千名資通訊相關科系畢業⽣，此次徵才特別與



2020/9/10 台灣新生報

www.tssdnews.com.tw/?FID=14&CID=525375 2/2

臺南⼤專院校合作，希望促進學⼦在地就業，市府也會繼續推動智慧城市，吸引廠商進駐及
創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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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大專院生搭公車刷學生證 可享平日半

價、假日免費

2020-09-10 11:06  聯合報  / 記者鄭維真／台南即時報導

為鼓勵學生使用公共運輸，台南市交通局配合大專

院校開學，擴大學生搭公車優惠，即日起，台南市1

7所大專院校學生只要持結合電子票證的「學生證」

乘車，可比照市民學生卡享有乘車優惠，搭市區公

台南市政府交通局配合大專院校開學，擴大學生搭乘公車優惠。圖／台南市

交通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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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平日半價、假日免費」，幹支線公車可享85

折。

南市交通局長王銘德表示，交通局從105年起推出

持市民學生卡搭乘公車享有專屬乘車優惠方案，提

供高中職以下學生乘車折扣；大專院校現行雖可統

一為學生申辦市民認同卡，但因目前還未開放大學

生以個人名義單獨申請，讓部分大學生搭乘公車無

法比照市民卡享有乘車優惠，實有不便。

王銘德說，為了鼓勵學生搭乘公共運輸，即日起配

合大專院校開學，特別擴大學生搭乘公車優惠，轄

內17所大專院校學生只要持結合電子票證的「學生

證」乘車，可比照市民學生卡享乘車優惠，不只搭

乘市區公車享「平日半價、假日免費」，搭幹支線

公車除了原本的基本里程免費，還可享有85折的優

惠，學生直接刷學生證就享有優惠，省去申辦市民

認同卡的時間及手續。

王銘德說，學生只需要使用結合電子票證的學生證

乘車即可享優惠，但如果大專院校發行的學生證是

結合悠遊卡，例如成功大學、台南大學、交通大學

台南校區及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請學生先向學校洽

詢進行卡片註記，才可享優惠。

公車 大學生 公共運輸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5%AC%E8%BB%8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4%A7%E5%AD%B8%E7%9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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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搭公車少騎機車 台南大專院校學生證等同市民卡搭公車可享
優惠

南市交通局今天宣布，14日起台南大專院校學生證，可以等同市民認同卡享乘車優惠。（記者洪瑞琴翻
攝）

2020/09/10 11:10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大學生的心聲，台南市政府聽到了！自9月14日起開放使用數位學生證註

記，就可等同市民認同卡享有公車乘車優惠，歡迎學生族多加利用並可向校方洽詢。

南市交通局長王銘德表示，市長黃偉哲非常照顧學生族群的交通需求，市府之前已針對在南市大專院

校就讀、但非設籍台南市的學生，開放由校方統一申辦「市民認同卡」，可享有市民卡乘車專屬優

惠，但過去因無法以個人名義申請，較為不便。

王銘德說，考量學生證結合電子票證已十分普遍，也可以具備等同市民卡的功能，因此從善如流，自

今年初起即陸續協調客運業者合作修改公車驗票機程式，並配合9月份大專院校開學，未來持結合電

子票證的學生證，就可以直接比照市民學生卡享有乘車優惠。

王銘德表示，今年截至7月底，南市機車死傷事故占了所有交通事故82.2％，祭出各種優惠措施鼓勵

學生以公車取代機車，現在又開放使用數位學生證也可等同市民卡，享有市區公車「平日半價、假日

免費」，幹支線公車除原本的基本里程免費，還可享有85折的優惠折扣。

南市過去幾年來推動公車入校園，17所大專院校皆已闢駛公車路線及設置公車站位提供便捷的公車服

務，學生只需要持結合電子票證的學生證乘車即可享優惠。

不過，南市交通局也提醒，如果大專院校發行的學生證是結合悠遊卡的話（成功大學、台南大學、交

通大學台南校區及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請學生們優先向學校洽詢辦理卡片註記，才可以享有上述乘

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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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到任 許以霖接掌衛生局
2020-09-10

台南市衛生局長將由成大醫院現任國際醫療中心主任許以霖出任。（翻攝自成大網站）

 記者葉進耀、林雪娟／台南報導

 台南市長黃偉哲九日宣布，衛生局局長職務將由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許以霖醫師接任。許以霖

是外科醫師，也是公共衛生博士，十一日到任後，將成為全台最年輕的衛生局長。

 四十九歲的許以霖，成大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畢業，歷任成大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急診

外科主任、急診部副主任、國際醫療中心主任等職務，專長為胸腔外科、外傷科、重症醫學專科，具有公共衛生及

臨床研究等專業背景與豐富的醫療經驗。

 市長黃偉哲表示，成大醫院有非常豐富的醫療資源，在未來不管是健檢或是防疫工作上，市府都會跟成醫密切合

作，新任許局長也曾有在奇美醫院工作的背景。

 另外，過去市府跟市立醫院合作密切，所以未來在台南兩大醫學中心，還有市立醫院、郭綜合這些醫療院所合作

下，相信下半年能夠把疫情守住，不爆發其他流感疫情，對於整體的防疫、健康檢查工作，及維護市民的健康是有

幫助，因此希望未來借重許局長專才，繼續帶領衛生局團隊做好防疫工作。

 許以霖長期投入國際人道救援工作，之前還曾出版「地球另一端的眼淚」，分享參與投入馬拉威、肯亞、緬甸、

尼泊爾、海地國際醫療的經驗與心得，還有許多親身經歷讓人感動的故事，是一名「熱血醫師」。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6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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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許以霖將接任台南市衛生局長。（摘自成大網頁／曹婷婷台南傳真）

熱血醫師許以霖 接南市衛生局長
中國時報 曹婷婷 、台南04:10 2020/09/10

前台南市衛生局長陳怡因捲入婚外情風波，8月初請辭獲准，衛生局長職務懸缺1個月，將由成大

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許以霖接任，將是全台最年輕的衛生局長。49歲許以霖曾投入國際醫療人

道經驗，著書《地球另一端的眼淚》，被看好能夠為公部門帶來不一樣局面。

有「熱血醫師」封號的許以霖，為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畢

業，歷任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國際醫療中心主任等職務，專長為胸腔

外科、外傷科、重症醫學專科，具有公共衛生及臨床研究等專業背景與豐富醫療經驗。

此外，他也長期投入國際人道救援，曾出版《地球另一端的眼淚》，深入第三世界國家參與救

援，4年間踏遍馬拉威、肯亞、印度、海地等窮困且毫無醫療資源的地方，分享參與國際醫療的

經驗與心得。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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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長黃偉哲說，新任衛生局長是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和成大醫療團隊高度推薦的人選，成大

醫院是台南重要的醫學體系，由成大醫師出任衛生局局長，極具代表性，且許醫師曾於奇美醫院

服務，也能連結成大、奇美這2家台南醫學中心，加上與市醫、郭綜合等醫療院所密切合作，相

信下半年不論防疫、公衛絕對值得期待。

#國立成功大學 #眼淚 #職務 #衛生局長 #公共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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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許以霖接台南市衛生局長 前局長林聖哲讚

譽有加
2020-09-09 19:08

成大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許以霖將接任台南市衛生局長。圖為許以霖
2018年2月示範在行動醫療帳篷內為患者診治。（資料照，記者王俊忠攝）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台南市衛生局前局長陳怡因為捲入與已婚女秘書的
桃色風暴及身體健康因素請辭獲准，今天傳出遺缺將由成大醫院國際醫療中心
主任許以霖醫師接任。許以霖表示，接衛生局長完全不在生涯規劃中，希望能
奉獻自己醫療與公衛所學，造福更多台南民眾。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0/09/09/3286739_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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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以霖（中間穿白短袖襯衫者）在緬甸指導緊急醫療教育訓練。（記者王俊
忠翻攝）

對於媒體詢問，許以霖簡要地說，擔任醫師投入第一線的醫療照護，一直是他
最喜歡的工作；但接任衛生局長完全不在原本的人生規劃之中，接下局長這份
工作，是希望能奉獻自己醫療與公共衛生領域所學，造福更多南市民眾。

也曾擔任6年衛生局長的市立安南醫院副院長林聖哲也曾在成醫任職，得知許
以霖將接任衛生局長，他不意外地說，許以霖是很有熱情的醫師，他樂觀其
成、也願意在許以霖有需要時提供自己擔任局長的行政經驗傳承。

林聖哲指出，許以霖是成大醫學院公衛博士，對公衛領域不陌生，又有成醫急
診外科主任經歷、胸腔外科專業，有成醫豐富的醫療資源作後盾，有助於儘快
入門衛生局醫藥食品的相關行政工作。尤其許醫師很熱情、長期從事國際醫療
救援。

讓林聖哲印象深刻的是88風災時，許以霖前進災區，當時要垂吊進災區設置
前進醫療站，他還先簽下生死狀指若是自己因此發生意外，自願放棄國賠的請
求權，這份對醫療救援志業的熱情，很令人感動。

許以霖是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士，最高學歷是成大公衛博士，目前是成醫國際醫
療中心主任、成大醫學院外科系助理教授，曾參與的醫療援助有緬甸風災、台
灣88風災、海地地震、日本仙台震災後訪問、尼泊爾地震評估、印度、尼泊
爾援助與非洲計畫委辦案。

他認為，參與國際醫療援助讓他學會知足，前往很多落後地區，這些地區資源
匱乏，才知道自己身處國家的富足，能幫助他人也讓他找回為何行醫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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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公衛博士許以霖 接掌衛生局

2020/09/10 05:30

〔記者劉婉君、王俊忠／台南報導〕市長黃偉哲昨宣布成大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許以

霖接任衛生局長，明天（11日）走馬上任。許以霖表示，接衛生局長完全不在自己生涯

規劃中，會接下局長是希望能奉獻自己醫療與公衛所學，造福更多台南民眾。

許以霖為成功大學臨床醫學所碩士、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現為成大醫院國際醫療中心

主任、外科重症主治醫師、成大醫學院外科學科兼任助理教授，曾任成大醫院急診部急

診外科主任、急診部主任，專長為胸腔外科、外傷科、重症醫學專科，在公共衛生及臨

床研究具有專業背景及豐富的醫療經驗。

黃偉哲表示，新任衛生局長選擇與成大醫院合作，因為成大醫院有非常豐富的醫療資

源，未來不管是健檢或防疫工作上，都會與他們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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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新任衛生局長　成醫國際醫療中心許以霖醫師接任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0-09-09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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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哲市長9/9宣布台南市衛生局局長將由成大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許以霖醫師接任，9/11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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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局長為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畢業，歷任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外科部主治醫

醫療中心主任等職務，專長為胸腔外科、外傷科、重症醫學專科，具有公共衛生及臨床研究等專業背景與豐富的醫療經驗

黃市長表示，成大醫院有非常豐富的醫療資源，在未來不管是健檢或是防疫工作上，市府都會跟成大醫院密切合作，對新

局長，大家都是非常期待，希望未來借重新任許局長的專才，繼續帶領衛生局團隊做好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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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新任衛生局局長 　將由成大醫院國際
醫療中心主任許以霖醫師接任

▲台南市新任衛生局局長，將由成大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許以霖醫師接任。（圖／記者林悅

翻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台南市政府指出，台南市新任衛生局局長，將由成大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許以

霖醫師接任，訂於9月11日到任，黃偉哲市長表示，將借重其專才，繼續帶領衛

生局團隊做好防疫工作。

市府指出，新任許以霖局長為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臨床醫學研究

所碩士畢業，歷任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國際醫療中心

主任等職務，專長為胸腔外科、外傷科、重症醫學專科，具有公共衛生及臨床研

究等專業背景與豐富的醫療經驗。

黃偉哲市長表示，成大醫院有非常豐富的醫療資源，在未來不管是健檢或是防疫

工作上，市府都會跟成大醫院密切合作。新任許以霖局長也有在奇美醫院工作的

背景，所以兩大醫學中心，這次的關係都拉進來了。另外，過去市府跟市立醫院

合作，也都有很好的結果，所以未來在台南兩大醫學中心，還有市立醫院、郭綜

合醫院等醫療院所密切的合作下，相信下半年能夠把疫情守住，不爆發其他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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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疫情，對於整體的防疫、健康檢查的工作，對維護市民的健康是有幫助。因

此，對新任的衛生局長，大家都是非常期待，希望未來借重新任許局長的專才，

繼續帶領衛生局團隊做好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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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許以霖將接南市衛生局長 最快9/11上
任
最新更新：2020/09/09 16:34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9日電）台南市政府高層今天證實，成大醫院國際醫療中心

主任許以霖將接任市府衛生局長，最快11日走馬上任。

成大醫院指出，47歲的許以霖是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士，取得成功大學醫學院臨床醫

學研究所碩士及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專長於災難醫學及國際醫療。

許以霖曾任成大醫院急診部副主任，目前是成大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及成大醫學院

外科學系助理教授。

前台南市政府衛生局長陳怡疑捲入緋聞而去職，遺缺閒置至今；市府高層今天告訴中

央社記者，待文書作業完成，許以霖就能上任。（編輯：李錫璋）10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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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許以霖接任臺南市衛生局長 黃偉哲：借重專才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黃偉哲市長9日下午宣布臺南市衛生局局長將由成功大
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許以霖醫師接任，訂於9月11日到任。

市府表示，許以霖局長為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畢

業，歷任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國際醫療中心主任等職務，

專長為胸腔外科、外傷科、重症醫學專科，具有公共衛生及臨床研究等專業背景與豐

富的醫療經驗。

黃偉哲市長表示，成大醫院有非常豐富的醫療資源，在未來不管是健檢或是防疫工作

上，市府都會跟成大醫院密切合作；新任許局長也有在奇美醫院工作的背景，所以兩

大醫學中心，這次的關係都拉進來了；另外，過去市府跟市立醫院合作，也都有很好

的結果，所以未來在臺南兩大醫學中心，還有市立醫院、郭綜合這些醫療院所，密切

的合作下，相信下半年能夠把疫情守住，不爆發其他流感的疫情，對於整體的防疫、

健康檢查的工作，對維護市民的健康是有幫助；因此，對新任衛生局長，大家都是非

常期待；希望未來借重新任許局長的專才，繼續帶領衛生局團隊做好防疫工作。(于郁

勁報 2020/09/10 03:08(5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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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許以霖接任衛生局長　黃偉哲：借重專才，持續做好防疫工作

 2020.09.09　　 目擊新聞

市長黃偉哲今天宣布市府衛生局長將由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許

以霖接任，訂於9月11號到任。市長黃偉哲表示，成大醫院有非常豐富的醫療資源，在未
來不管是健檢或是防疫工作上，市府都會跟成大醫院密切合作。新任衛生局長許以霖也

有在奇美醫院工作的背景，所以兩大醫學中心，這次的關係都拉進來了。另外，過去市

府跟市立醫院合作，也都有很好的結果，所以未來在兩大醫學中心，還有市立醫院、郭

綜合醫院這些醫療院所密切的合作下，相信下半年能夠把疫情守住，不爆發其他流感的

疫情，對於整體的防疫、健康檢查的工作，對維護市民的健康是有幫助。

新任衛生局長許以霖為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畢業，歷

任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國際醫療中心主任等職務，專長為胸腔外

科、外傷科、重症醫學專科，具有公共衛生及臨床研究等專業背景與豐富的醫療經驗。

https://www.fm1025.com.tw/Upload/News_63735271072030516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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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衛生局長桃色風波下台 成醫「熱血醫師」許以
霖接任

17小時前

許以霖常分享參與國際醫療的經驗與心得，被譽為「熱血醫師」。翻攝彰化基督教醫院海外醫療援助粉絲團
圖片來源 : 蘋果新聞網

台南市衛生局前任局長陳怡因桃色風波辭職，遺缺將由現年49歲、被譽為「熱血醫

師」的成大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許以霖擔任，人事命令將於後天宣布。台南市長

黃偉哲說，成醫是台南重要的醫學體系，成醫醫師出任衛生局長，具有代表性，希

望許以霖能在防疫、全民健檢等健康事務發揮長才。

許以霖是急診外科醫師，成大公共衛生博士，曾任成醫急診部急診外科主任、急診

部副主任，專長為胸腔外科、胸腔暨重症專科、外傷科、重症醫學專科，對於外傷

流行病學、國際醫療合作也有相當多研究。他長期投入國際人道救援工作，分享參

與國際醫療的經驗與心得，被認為是「熱血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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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醫師許以霖長期投入國際人道救援工作，曾出書分享。翻攝IC之音FM97.5臉書粉絲
團

圖片來源 : 蘋果新聞網

許以霖多年來陸續投入馬拉威、肯亞、緬甸、尼泊爾、海地及台灣88風災等救援工

作，他表示，參與國際醫療讓他學會知足，前往的很多落後地區資源匱乏，才知道

自己的富足，幫助他人也讓他找回行醫的初衷。（辛啟松／台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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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黃偉哲市長今天宣布，台南市衛生局長將由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際醫
療中心主任許以霖醫師接任，訂於本月11日到任。
許局長為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畢業，歷任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國際醫療中心主任等職務，專長為胸腔外科、外傷科、重症醫學專科，具有
公共衛生及臨床研究等專業背景與豐富的醫療經驗。
黃市長表示，成大醫院有非常豐富的醫療資源，在未來不管是健檢或是防疫工作上，市府都會跟成大
醫院密切合作。新任許局長也有在奇美醫院工作背景，所以兩大醫學中心這次關係都拉進來。另外，
過去市府跟市立醫院合作，也都有很好的結果，所以未來在台南兩大醫學中心，還有市立醫院、郭綜
合這些醫療院所密切合作下，相信下半年能夠把疫情守住，不爆發其他流感的疫情，對於整體的防
疫、健康檢查的工作，對維護市民的健康是有幫助。因此，對新任的衛生局長，大家都是非常期待。
希望未來借重新任許局長的專才，繼續帶領衛生局團隊做好防疫工作。

綜合

臺南市衛生局長 由成大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許以霖醫
師接任
Posted By: TainanTalk   九月 9, 2020   Comments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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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開⼑肺腫瘤 微創消融術是另⼀治療選項

▲成⼤醫院影像醫學部林佳瀅醫師表⽰，微創的肺腫瘤消融術，提供了局部控制腫瘤

的另⼀選項。（圖／記者林悅翻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肺癌是國內癌症死亡原因之⾸，去年約有9700⼈死於肺癌，肺部惡性腫瘤包含轉移性

腫瘤，若肺轉移病灶不多且原發部位控制良好，⼿術切除為有效的治療⽅式，但在新

診斷肺癌個案中，屬於早期可以⼿術切除病⼈不到3成，成⼤醫院影像醫學部林佳瀅醫

師表⽰，微創肺腫瘤消融術，提供了局部控制腫瘤的另⼀選項。

林佳瀅醫師表⽰，對於無法⼿術切除的原發性或轉移性惡性肺腫瘤，除了化學治療、

標靶藥物、免疫療法及放射治療外，微創的肺腫瘤消融術提供了局部控制腫瘤的另⼀

選項。成⼤醫院由影像醫學部、外科部胸腔外科及⿇醉部專科醫師組成跨專業團隊，

提供肺腫瘤消融的諮詢與醫療照護，有需求的⺠眾可先⾄胸腔外科⾨診就診，再由胸

腔外科轉介⾄介⼊性⾨診進⼀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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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瀅醫師舉案例說明指出，罹患左上肺肺腺癌第⼀期的67歲王先⽣，因多重共病症

且肺功能不佳，病情雖屬早期，但不適合接受⼿術，王先先選擇微波肺腫瘤消融術，

術後追蹤⾄今近2年無復發情形。

罹患肺腺癌的84歲陳先⽣，因年紀⼤且肺功能不佳，不適合接受⼿術，採⽤放射線及

標靶藥物治療。⼀開始反應不錯，但後來原腫瘤部位有復發情形，於是選擇接受微波

肺腫瘤消融術，術後追蹤腫瘤局部控制良好。林佳瀅醫師表⽰，放射線治療有輻射最

⾼劑量的問題，無法針對同⼀部位重複照射，但是肺腫瘤消融術沒有這個問題，在治

療過的位置復發仍可重複消融。

林佳瀅醫師說，肺腫瘤消融術是在電腦斷層掃描系統的指引下，經⽪膚穿刺，將探針

精準置⼊肺部病灶處，藉由⾼溫或冷凍⽅式，進⾏腫瘤消融，其優點是傷⼝⼩、對肺

功能的損害少。不過，肺腫瘤消融術也可能會帶來併發症，如發燒、胸⽔、出⾎、氣

胸、氣體栓塞、氣管肋膜瘻管等。⼀般⽽⾔，腫瘤體積越⼤，位置越靠中央，併發症

⾵險會⽐較⾼。

肺腫瘤消融術可以分為熱消融和冷消融，熱消融⼜可分為微波消融及射頻消融2種⽅

式。林佳瀅醫師表⽰，微波消融術利⽤⾼頻電磁波，激發細胞中的⽔分⼦與微波共振

產⽣熱能，引起局部凝固性壞死，可於短時間內達到⾼能量，消融範圍⼤，熱沈效應

少，不會因⾎流速度很快把熱度帶⾛，就造成接近⾎管部分腫瘤消融不完整，使治療

效果不佳；且肺部因含⼤量空氣，可以阻絕熱能傳導，所以使⽤⾼能微波消融效果也

較射頻消融佳，是⽐較推薦的⽅式。微波消融時間約10-15分鐘。⾄於針對治療中⾼

溫造成疼痛的間題，⽬前可使⽤胸椎硬脊膜上⿇醉⽅式，患者在療程中可清醒⾃⾏呼

吸，不需插管，且全程無痛。

⾄於冷消融的氬氦⼑冷凍消融術，利⽤氬氣快速冷凍讓溫度瞬間降⾄-160℃，使腫瘤

組織形成冰球，接著以氦氣快速升溫⾄25℃，使冰球破裂、腫瘤組織崩解，以殺死癌

細胞。若腫瘤體積⼤，可多針同時使⽤，擴⼤治療範圍。氬氦⼑冷凍消融時間較⻑，

約需40分鐘。

林佳瀅醫師說，肺腫瘤消融術可與⼿術、藥物治療與放射線治療合作或交替使⽤，以

加強局部腫瘤控制，提⾼整體治療效果。但她也提醒「預防勝於治療」的鐵律，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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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避免抽菸、接觸⼆⼿菸及⼯業⾦屬廢氣汙染，⾄於肺癌⾼⾵險族群，她建議可接受

低劑量胸部電腦斷層篩檢，以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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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又無法手術的肺腫瘤 微創消融術成另一選項

2020-09-09 19:57

林佳瀅醫師認為，前期腫瘤無法手術、局部病灶、少數、體積小、位於肺部周邊的患者，較適合

肺腫瘤消融術。（記者王俊忠攝）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67歲的王先生罹患左上肺腺癌第1期，因多重共病且肺功能不

佳，病情雖屬早期，但不適合手術，患者選擇微波肺腫瘤消融術，手術後追蹤迄今近2年

無復發腫瘤。成大醫院影像醫學部主治醫師林佳瀅強調，仍要持續追蹤，不能間斷。

林佳瀅表示，肺癌是國內癌症死亡原因之首，去年約有9,700人死於肺癌。對於無法手術

切除的原發性或轉移性惡性肺腫瘤，除了化學治療、標靶藥物、免疫療法與放射治療外，

微創的肺腫瘤消融術提供局部控制腫瘤的另一選項，較適合前期腫瘤無法手術、局部病

灶、少數、體積小、位於肺部周邊的患者。

林佳瀅指出，肺腫瘤消融術是在電腦斷層掃描系統的指引下，經皮膚穿刺，將探針精準置

入肺部的病灶處，藉由高溫或冷凍方式進行腫瘤消融，其優點是傷口小、對肺功能的損害

少。不過，肺腫瘤消融術也可能帶來併發症，如發燒、胸水、出血、氣胸、氣體栓塞、氣

管肋膜瘻管等。一般而言，腫瘤體積越大、位置越靠近肺部中央，併發症風險會比較高，

這種消融術死亡率平均低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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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執行的肺腫瘤熱消融手術。（記者王俊忠翻攝）

肺腫瘤消融術分為熱、冷消融兩種，熱消融又可分為微波消融與射頻消融兩類。林佳瀅

說，微波消融術利用高頻電磁波激發細胞中的水分子與微波共振產生熱能，引起局部凝固

性壞死，可於短時間內達到高能量，消融範圍大，熱沉效應少，不會因血流速度很快把熱

度帶走，就造成接近血管部分腫瘤消融不完整，使治療效果不佳；且肺部因含大量空氣，

可以阻絕熱能傳導，使用高能微波消融效果也較射頻消融佳，是比較推薦的方式，微波消

融時間約10-15分鐘。

林佳瀅說明，肺腫瘤消融術可與手術、藥物與放射線治療合作或交替使用，加強局部腫瘤

控制，提高整體治療效果。但她也提醒「預防勝於治療」的鐵律，平時應避免抽菸、接觸

二手菸與工業金屬廢氣汙染，對於肺癌高風險族群，建議定期接受低劑量胸部電腦斷層篩

檢，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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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林佳瀅說，對於無法手術切除的原發性或轉移性惡性肺腫瘤，肺腫瘤消融術提供局部控制腫瘤的不錯選項。

（記者葉進耀攝）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84歲陳姓阿公罹患肺腺癌，因年紀大且肺功能不佳，不適合接受手術，採用放射線及標靶藥物治療，後來原腫瘤

部位有復發情形，選擇接受微波肺腫瘤消融術，術後追蹤腫瘤局部控制良好。

成大醫院影像醫學部醫師林佳瀅表示，肺腫瘤消融術可以分為熱消融和冷消融，熱消融又可分為微波消融及射頻

消融2種方式。微波消融術利用高頻電磁波，激發細胞中的水分子與微波共振產生熱能，引起局部凝固性壞死，可於

短時間內達到高能量，消融範圍大，熱沉效應少，不會因血流速度很快把熱度帶走，就造成接近血管部分腫瘤消融

不完整，使治療效果不佳；且肺部因含大量空氣，可以阻絕熱能傳導，所以使用高能微波消融效果也較射頻消融

佳，微波消融時間約10～15分鐘。

 至於冷消融的氬氦刀冷凍消融術，利用氬氣快速冷凍讓溫度瞬間降至負160℃，使腫瘤組織形成冰球，接著以氦氣

快速升溫至25℃，使冰球破裂、腫瘤組織崩解，以殺死癌細胞。若腫瘤體積大，可多針同時使用，擴大治療範圍，

氬氦刀冷凍消融時間較長，約需40分鐘。

 林佳瀅指出，肺腫瘤消融術是在電腦斷層掃描系統的指引下，經皮膚穿刺，將探針精準置入肺部病灶處，藉由高

溫或冷凍方式，進行腫瘤消融，其優點是傷口小、對肺功能的損害少。不過，肺腫瘤消融術也可能會帶來併發症，

如發燒、胸水、出血、氣胸、氣體栓塞、氣管肋膜瘻管等。一般而言，腫瘤體積越大，位置越靠中央，併發症風險

會比較高。

 她說，對於無法手術切除的原發性或轉移性惡性肺腫瘤，除了化學治療、標靶藥物、免疫療法及放射治療外，微

創的肺腫瘤消融術提供了局部控制腫瘤的另一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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