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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智慧網球場啟用 台灣好手盧彥勳試打

成大學智慧網球場啟用，由台灣網球名將盧彥勳試打。（記者劉婉君攝）

2020/09/17 11:16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202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將在國立成功大學舉辦，成大今天啟用智慧網

球場，並請來國際職業網壇台灣好手盧彥勳試打。

成大智慧網球場規格比照全大運，共有7面場地，並導入電子監控設備及智慧安全感應鎖，今天由成

大校長蘇慧貞與盧彥勳等人剪綵。

蘇慧貞表示，成大為開放校園，從網球場開始，未來戶外場館都會智慧化，校方可以更有效控管場地

使用人員，在防疫期間也可以更精確掌握人流動向，確保教職員工的健康與安全，相關建設均與學生

溝通，也依照相關個資規範辦理。

蘇慧貞指出，明年成大將與台南市一起進行40年來未做過的事，即是舉辦全大運，成大的運動場館也

將在近幾年陸續更新。

盧彥勳致時表示，14歲時取得雙料冠軍就是在成大，感謝成大對體育的支持。他隨後也與成大教務長

王育民及網球隊選手一同下場試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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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學智慧網球場啟用，台灣網球名將盧彥勳（左3）與校長蘇慧貞（左2）一同剪綵並試打。（記者劉婉
君攝）

成大學智慧網球場啟用，台灣網球名將盧彥勳（右）與成大教務長王育民一同試打。（記者劉婉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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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智慧網球場今天啟用，台灣網球名將盧彥勳（右）與成大教務長王育民下場試打。(曹婷婷

攝)

成大智慧網球場啟用 網球名將盧彥勳試打
中時 曹婷婷12:28 2020/09/17

成大智慧網球場今天啟用，台灣網球名將盧彥勳前來見證。(曹婷婷攝)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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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網球名將盧彥勳下場試打。(曹婷婷攝)

202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將在成大舉辦，成大今天啟用新建的智慧網球場，7面場地全部導入

電子監控設備及智慧安全感應鎖，國際職業網壇台灣好手盧彥勳上場試打；成大校長蘇慧貞表

示，未來戶外場館都會智慧化，除有效管控場地使用人員，防疫期間更能精確掌握人流動向。

蘇慧貞舉今年4月磐石艦確診官兵曾到成大打籃球為例，當時校方電子監控設備已建置一半，因

此，才能迅速找到接觸者，她強調，成大智慧網球場目前是校內第一座採全部電子化、刷卡管

理、安全監測的場館，任何人進出都能有效管控。

另外，成功大學首創將AI人工智慧技術運用至校園安全作業，智慧化的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今

天也正式啟用。

蘇慧貞表示，這是全國主要大學第一個完成的校安情報中心，成大整合校區公共空間監視錄影、

緊急通報系統及駐警隊校安工作，成立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並增設18座紅色SOS緊急求救

亭，深入校園各地點，就像是校警分身。緊急求救亭柱體四面皆裝設攝影機，只要按下緊急通話

鍵即可迅速連線到作業中心，雙向通話，突發狀況到場時間從10分鐘縮短為3分鐘。

成大指出，半年多以來，已協助處理多起校內交通事故和緊急求助事件，有感提升校園安全。

(中時 )

#成大 #智慧 #盧彥勳 #蘇慧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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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智慧網球場符合防疫需求 台灣球王盧

彥勳試打

2020-09-17 11:28  聯合報  / 記者鄭維真／台南即時報導

分享

成 大 新建的智慧網球場今天啟用 ，邀請網球好手盧彥勳（右）試打。記者鄭

維真／攝影

讚 0 分享

成大智慧網球場符合防疫需求 台灣球王盧彥勳試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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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將在成大舉辦，成大新

建的智慧網球場今天啟用，邀請網球好手盧彥勳試

打，規格比照全大運標準，並導入電子監控設備及

智慧安全感應鎖，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如此可更

有效管控場地使用人員，尤其在防疫期間可精確掌

握人流動向，確保教職員工與學生的健康安全。

蘇慧貞說，今年4月磐石艦確診官兵曾到成大打籃

球，當時電子監控設備已建一半，才能迅速找到其

餘接觸者，成大智慧網球場目前是校內第一座採全

部電子化、刷卡管理並有安全監測的地方，任何人

進出都能有效管控，成為全面整頓戶外場所的第一

步。

另外，今天成大校園安全作業中心也啟用，蘇慧貞

表示，這是全國主要大學第一個完成的校安情報中

心，從科技研發端、物聯網等結合，除了人力可有

效管理，也可即時防護，在保護個人資料、權益的

情況下，達到防疫、犯罪安全防護。

蘇慧貞指出，校內的敬業網球場已有30年歷史，新

球場移到自強校區，除了因應明年全大運賽事，在

大賽後，這裡也將成為成大師生以後製造新回憶的

重要運動場域。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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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新建的智慧網球場今天啟用，導入電子監控設備及智慧

安全感應鎖。記者鄭維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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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球王盧彥勳開球　為成大智慧網球場啟用
助威　

▲成功大學新建智慧網球場正式啟用，邀請國際頂尖職業網球好手盧彥勳剪綵、試打。（圖／

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新建智慧網球場，於9月17日正式啟用，邀請國際頂尖職業網球好手盧

彥勳剪綵、試打，盧彥勳與成大教務長王育民共同開球，為典禮揭開序幕，並且

與兩位成大網球隊隊員雙打熱身，一早就為網球場注入滿滿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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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好手盧彥勳17日上午到場，與成大校長蘇慧貞、教務長王育民、學務長林麗

娟等一同剪綵。蘇慧貞指出，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成大宣告將要與台南

市一同迎接明年的全大運，更希望我們所有的努力能夠回饋給下一代，讓他們未

來有更好發展。這個運動場域不僅開放給成大師生，更會導入科技化管理，保障

所有使用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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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彥勳表示，自己是台南女婿，和成大的淵源很深，他在14歲時就曾來到成大比

賽，拿到第一個網球雙料冠軍，當時成大提供很好的運動場地，讓選手有好的舞

台發揮實力，如今過了20幾年，很開心再次來到成大，依然可以感受到成大對於

體育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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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將會在成大舉辦，其中網球項目將在成大新建的智慧

網球場舉行。成大這座智慧網球場位於自強校區，完全比照全大運規格設計，並

導入電子監控設備及智慧安全感應鎖，校方可以更有效控管場地使用人員，在防

疫期間更精確掌握人流動向，確保教職員工生的健康與安全。

成大指出，2021年成大即將舉辦全大運，自強校區新網球場相較原敬業校區網球

場，空間更加寬敞、視野更加遼闊，在使用上更加協調舒適。成大自強運動園區

整合運動資源，空間規劃納入網球、跑步、棒球、橄欖球、排球等運動項目，網

球場是運動園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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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位於成大敬業校區的網球場已有30幾年的歷史，即將在今年底功成身退，在

全大運後，自強網球場除了延續過去成大人所乘載的記憶，也與時俱進以更高標

準開創嶄新運動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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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迎接2021全大運 成大新建智慧網球場正式啟用

2020-09-17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成大 智慧網球場

國立成功大學明年將承辦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配合全大運到臺南，學校特別比照全大運規格，新建智慧網球場，導
入監控設備及安全鎖，以保障所有使用者的安全。
 
202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將會在成大舉辦，其中網球項目將在成大新建的智慧網球場舉行。新建球場位於自強校
區，完全比照全大運規格設計，並導入電子監控設備及智慧安全感應鎖，確保教職員工生的健康與安全。啟用典禮
上，網球好手盧彥勳到場與成大校長蘇慧貞一同剪綵。蘇慧貞指出成大除了將與臺南市一同迎接明年的全大運，未來
這個運動場域不僅開放給成大師生，更會導入科技化管理，保障所有使用者的安全。
 

迎接2021全大運 成大新建智慧網球場正式啟用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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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位於成大敬業校區的網球場已有30幾年的歷史，即將在今年底功成身退，在全大運後，自強網球場除了延續過去
成大人所乘載的記憶，也與時俱進以更高標準開創嶄新運動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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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結合校安 成大首創校園安全智慧化

國立成功大學智慧校園安全作業中心啟用。（記者劉婉君攝）

2020/09/17 12:04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AI人工智慧結合校園安全作業，國立成功大學首創智慧校園安全作業中

心，全校增設18座SOS緊急求救亭，一旦發生突發狀況，駐衛警到達現場的時間可從原本的10分鐘大

幅縮短為3分鐘。

成大校區眾多，校方與明基逐鹿公司合作，將整合各校區公共空間監視錄影、緊急通報系及駐衛警隊

校安工作，成立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並於今天由校長蘇慧貞等人啟用。

成大表示，校內公共區域目前共有3662具攝影機，傳統監視畫面只能用單一鏡頭循序查找，智慧化之

後的校安研究中心可搭配電子地圖，多組監視器同時進行，原本僅儲存7天的影像，也可擴增至30

天。4月時敦睦艦隊染疫官兵足跡曾進入成功大學校園，一度引起師生緊張，當時這套系統已建置一

半，即是藉此在2天內即完成校內調查。

此外，校內18座紅色SOS緊急求救亭也一改以往必須持話筒求救的方式，求助者只要按下緊急通話按

鈕，駐警就能從求救亭的四面攝影機，與求助者通話，並迅速掌握到位置，快速抵達現場。

且相關監控系與校外網路斷開，以避免遭駭客入侵的危險。

蘇慧貞表示，智慧化校安系統未來也會擴及至防災應用上，強化師生的安全維護。

台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則表示，以往轄內治安維護最頭痛的就是成大校園周邊，早期機車竊案1個月

就有上百件，資訊通報系統建立後，去年降至18件，今年目前為止則為個位數；而以往民眾到籃球場

打球時物品遭竊案件也常面臨盲點，相信在成大校安智慧化後，可以發揮很大的協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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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智慧校園安全作業中心啟用。（記者劉婉君攝）

成功大學校內增設18座SOS緊急求救亭。（記者劉婉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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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AI 成大校園安全作業中心啟用
最新更新：2020/09/17 13:06

成功大學17日宣布啟用校園安全作業中心，將人工智慧（AI）導入校安運作，讓校警能更快速抵達事故
現場。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攝 109年9月17日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7日電）AI人工智慧已成全球主流，成功大學今天宣布啟

用校園安全作業中心，將AI導入校安運作，讓校警更快速抵達事故現場。

國內校安事件頻傳，成大將AI人工智慧技術運用到校園安全作業中心今天啟用，這個

智慧化中心整合校區公共空間監視錄影、緊急通報系統及駐警隊校安工作。

成大更在校內增設18座紅色SOS緊急求救亭，緊急求救亭柱體四面裝設攝影機，只

要按下緊急通話鍵，就可迅速連線到作業中心，雙向通話，並縮短到突發現場時間，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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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0分鐘縮短到3分鐘。

監視畫面也從傳統單一鏡頭，進化到搭配電子地圖及多個監視器同時運作，7天儲存

影像擴增到30天。以成大調查磐石艦隊疑似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

19）案例接觸為例，2天內完成校內調查，釐清接觸情形，讓原以為需要隔離的人解

除隔離。

成大校園安全作業中心未來將持續更新安全設備訊息，包括電梯、無障礙空間、廁所

緊急求救鈴、大樓消防受信總機等警報通知，即時通報駐警隊處理。

另外，因應2021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在成大舉辦，成大今天也在自強校區啟用智

慧網球場，且請來職業網球好手盧彥勳剪綵及試打。

成大表示，這座智慧網球場比照全大運規格設計，並導入電子監控設備及智慧安全感

應鎖，有效控管場地使用人員及精確掌握人流動向，空間也更寬敞，視野遼闊。（編

輯：張芷瑄）109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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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強碩士薪資表 工程、管理、財經、資訊

碩士起薪五強大學

2020-09-17 07:54  聯合新聞網 / 文章提供／遠見

交大資訊碩士起薪56K 稱霸全台四大熱門學群研究

所

到底讀了碩士， 能 為起薪加溫多少？同樣的系所 ， 會 不 會因為學校不同，而

有 不 一樣的薪情？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4%BA%A4%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A2%A9%E5%A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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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工程、台大商管、清大科管、政大財經碩士畢

業薪水5萬起

「多一張文憑，幫自己加薪！」是很多人對就讀研

究所的期待，到底讀了碩士，能為起薪加溫多少？

同樣的系所，會不會因為學校不同，而有不一樣的

薪情？

《遠見》與104人力銀行獨家合作，針對教育部統

計去年碩士畢業生最多的四大學群：資訊、工程、

管理、財金，以大數據對應過去十年的起薪資料，

找出四大熱門領域研究所起薪前五強大學，發表

「最強碩士薪資表」（見附表）。交大資訊碩士起

薪56000元最有錢途，人數最多的工程碩士以清大

起薪52000元最高，台大與清大管理碩士畢業5萬元

起跳，傳統名校�政大財經研究所也有49000元行

情。

交大資訊碩士起薪56K 畢業即就業

中央、台科大擠進資訊碩士高薪前五名

《遠見》調查結果，交通大學資訊碩士畢業生起薪

達56000元，最受企業主肯定，是四大熱門領域中

碩士起薪最高。

交大資訊學院由資工系擴展而來，目前有一系多

所，70多位專任教授，不僅全台最大，放眼亞洲，

規模也是數一數二。由於學用合一，學生競爭力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B8%85%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4%BF%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96%AA%E8%B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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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九成學生碩一下就被企業預定，根本不用找工

作，大企業主動上門找人。

單獨看資訊學群，除了交大資訊碩士是企業最願意

高薪聘請的人才，台大以55750元居次，中央大

學、台灣科技大學、成功大學以50000元並列第

三，其中，台科大是唯一擠進四大熱門學群高薪排

行榜的技職學校。

清大工程碩士受企業青睞 畢業起薪52K

交大、台大、中正破5萬緊追在後 成大落居第五

「工程」範圍多元，從電機、電子、光電、化工、

醫工、材料、土木到少見的核工、能源等，不管國

立、私立或技職院校，幾乎都有工學院，對應的碩

士畢業人數也最多。

哪所大學工程碩士最受企業喜愛、薪水最高？清華

大學以52000元奪冠；交大51000排名第二，台大、

中正以50000元並列第三，工程名校成大以48800元

排第五。

跨領域學士班在各大學行之多年，碩士班目前還是

以單一領域為主，但工程領域應用面強，可相互結

合，多元系所的實力成為大學培育新一代工程人才

的利器。

清大有頂大中唯一的「工學院跨領域碩士學程」，

搭配「應用x研究」鏈結式課程設計，以產業熱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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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導向，集結不同領域的教授共同授課。例如

「先進能源學程」，就是由三個科系老師共同開

課，也會合作爭取政府大型計畫，帶領學生做整合

性的實務研究。

黑馬清大50K與台大並列商管第一

管理學群前五名全是頂大名校

商管碩士人數近年成長幅度直線上升，是各大學經

營重點。商管碩士高薪前五名全是頂大名校，台大

管理學院以50000元拿下第一，清大科技管理學院

異軍突起，與台大並列，交大與政大以48000元拿

下第二，成大45000元第三。

台大管理學院是國內商管領域翹楚，引領潮流的哈

佛個案研究法、EMBA課程，是各商學院爭相仿效的

對象，畢業生受到業界推崇不在話下。

清大科管院成立於2000年，相對年輕，近年因科技

變革影響所有產業，理工為優勢的清大碩士起薪一

舉追上台大。清大科管院成立之初就鎖定四大領

域，包括計量財金、科技法律、科技管理、服務科

學，都以科技或數理為基礎，結合管理與金融，貼

近產業實務，整合型管理人才滿足台灣產業的數位

轉型需求。

政大財經碩士49K 校友遍及金融業

唯一私校東吳45K闖進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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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學群包含金融、經濟、會計、風險管理等科

系，是奠定台灣金融產業、法規、政策與資本運作

的人才庫。政大是財經老牌名校，不少金融業、金

控高階主管，以及多位財經閣員都是校友，金融業

甚至流傳「政大幫」別稱。

政大財經學群的實力反映在雇主評價，金融碩士班

畢業生薪資以49000元傲視全國，課程著力於金融

管理與財務工程，近年也聚焦趨勢創新課程，如

「金融科技」與「永續金融」等。

財經學群起薪二至四名分別是台大48000元、交大4

7000元、清大46500元，成大、中興、中央、東吳

皆以45000元並列第五，其中，東吳是唯一闖進前

五名的私校。

工程、資訊、商管、財經都是熱門產業，起薪高的

也都是知名大學，在以志向、興趣為選擇研究所的

前提下，不妨參考《遠見》這份最強碩士薪資表，

從選校系開始超前部屬，讓自己成為畢業即戰力，

未來職涯的第一張薪水單擁有漂亮「好薪情」！更

多內容請詳見《遠見》出版《2021研究所指南》

（9月18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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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 台大 交大 政大 薪資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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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古蹟日台南主場 19日登場
2020-09-17

二０二０全國古蹟日將於九月十九日在台南展開主場活動，文化部文資局長施國隆(中右)、台南市長黃偉哲(中左) 歡

迎大家來台南文化古都尋訪古蹟。（記者趙傳安攝）

 記者林雪娟／南市報導

 今年是全國古蹟日活動邁入第二十年，文化部文資局特地選定台南舉辦「全國古蹟日」活動，並以「遺產教育行

動‧翻轉與創新」為主軸，全國十六縣市將於十九、二十日同步舉辦活動，台南並推出「咕嘰古蹟」主題展，拉近民
眾和文化資產的距離。

 十六日開幕式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局長施國隆、台南市長黃偉哲及台南市傳統工藝、傳統表演藝術藝師及百年老

店等商家，於擁有文資身分的成大前圖書館（今未來館）一起為活動揭開序幕。

 施國隆表示，台南市擁有許多有形、無形資產，數量和保存情況佳，希望藉由從小扎根，讓「今日文物、明日文

資」觀念深入人心；黃偉哲指出，台南即將建城四百週年，台南為文化首都，「掘地三尺有古蹟」，除緬懷以往，

更要推展文化，將古蹟的詮釋未來化。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6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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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長黃偉哲(右四)、文化部文資局長施國隆(右三)參觀全國古蹟日設在台南成大「未來館」展出的文物。

（記者趙傳安攝）

 今年主題為「遺產與教育」，以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場域精神，提供民眾親近、參訪古蹟機會，此次透過體驗

式學習，如文資小旅行、文資小學堂、老屋影像徵件、實境解謎遊戲、藝術體驗教室、現地走讀、花磚彩繪、剪花

藝術研習工作坊及戲劇表演等系列活動，以寓教於樂的方式，讓各地民眾親近參與活動盛會

 十九日起至十月二十八日，於成大未來館二樓將展出「咕嘰古蹟」主題展，透過兼具知識性與趣味的遊戲情境，

邀請民眾走入「未來教室」，包括體驗文創手作、米糖飲食文化市集，並於成大、水交社、山上花園水道舉辦「尋

找咕嘰咕嘰」活動，配合今年嘉南大圳動工一百年，推出「優游大圳」等及講座活動。

 除有形外，文資局今年度也將編列六千萬元經費，補助已登錄的傳統表演藝術團隊或人間國寶至偏鄉、離島表

演，預計十一月起執行。施國隆表示，疫情衝擊藝文行業，除紓困方案及推出藝fun券後，接下來即是振興，透過這

項活動，可將台灣的傳統藝術帶至全國各地。

 台南市目前登錄的傳統表演藝術共有十六項、三十個保存團體，待計畫敲定將極力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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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全國古蹟日週末登場 主場在台南

全國古蹟日串聯全國16縣市，主場於國立成功大學未來館展出。 � �（記者劉婉君攝）

2020/09/17 05:30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9月第3個週末為「全國古蹟日」，文化部串聯全國16個縣市，同步在9至

10月推出一系列教育體驗活動，並以台南為主場，9月19日至10月28日在成功大學未來館舉辦主題

展，邀民眾走入兼具知性與趣味的未來教室，親近古蹟。

文化部編列6千萬 補助表藝活動

後疫情時代，為了振興傳統表演藝術，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長施國隆表示，在紓困及藝FUN券發放後就

是振興，文資局將編列6千萬元以上經費，補助全國或地方登錄的傳統表演藝術團隊、人間國寶，到

偏鄉或離島的學校、廟口、車站等空間表演，宜蘭傳統藝術中心則不限文資身分，希望把台灣的傳統

藝術帶到全國各地，執行時間為11月起至明年6月。

全國古蹟日今年以 「遺產教育行動．翻轉與創新」為主題，各縣市推出活動包括文資小旅行、文資小

學堂、老屋影像徵件、現地走讀、剪花藝術研習工作坊、花磚彩繪等。

「咕嘰古蹟」主題展 不少文資體驗活動

在台南的主題展「咕嘰古蹟」，展示包括古蹟、歷史建築、傳統工藝、傳統表演藝術等有形及無形文

化資產的相關物件，透過互動式遊戲情境等方式呈現，引導民眾思考文化資產與生活的緊密關聯，一

起守護文化資產。

施國隆與市長黃偉哲、各縣市代表昨天一同為全國古蹟日活動揭開序幕，19日將在成大未來館舉行開

幕活動，19、20日兩天並有體驗市集，後續還有踏尋嘉南大水路等文資小旅行、講座、文資小學堂競

賽、紀錄片播放等。

施國隆表示，今日的文化就是明天的文化資產，文化保存意識要提升，教育工作要從小扎根，因此全

國古蹟日規劃一系列教育體驗活動，而若不計算故宮文物，台南市是全國有形文化資產最多、也是無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9/17/11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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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文化資產數量第一的縣市，因此選擇以台南市為主場，透過全國連線的方式，象徵齊力守護文化資

產，也提升全民對文資保存的參與。

台南市「全國古磧日」系列活動可上台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官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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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縣市串連 周末來台南「咕嘰古蹟」

2020-09-16 23:20  聯合報  / 記者鄭維真／台南報導

今年全國古蹟日以「遺產教育行動，翻轉與創新」

為主題，以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場域精神、各縣

市文化資產的特色為核心 ，串連各縣市政府在 19

（周六）、20日（周日）同步啟動，活動主場在台

南，以「咕嘰古蹟」為主軸，舉辦互動式展覽、文

資小旅行等，讓民眾有更多親近古蹟的機會。

今年 全 國古蹟日主場活動 在 台南，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長施國隆（右二）、 台

南市長黃偉哲（右三）昨天參訪主題展「咕嘰古蹟」。記者鄭維真／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zND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A4%E8%B9%9F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6%87%E5%8C%96%E8%B3%87%E7%94%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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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長施國隆表示，一共有16個縣市

辦全國古蹟日活動，9到10月期間，將陸續推出文

資小旅行、文資小學堂、老屋影像徵件、實境解謎

遊戲、藝術體驗教室、現地走讀、花磚彩繪、剪花

藝術研習工作坊及戲劇表演等系列體驗教育活動，

展現全國連線、齊力守護文化資產行動的意義。

台南主題展「咕嘰古蹟」9月19日到10月28日，在

成功大學未來館2樓展出，利用知識性與趣味的遊戲

情境，帶領大家感受文化資產的魅力。施國隆表

示，台南的無形文化資產是各縣市第一，有形文化

資產除了故宮文物之外，台南也居首。

高雄市以「山與海的跨域綺想」為主軸，規畫海線

哈瑪星及山線左營、岡山、旗山等行程，以「興濱

計畫」及「見城計畫」走入歷史場域。雲林縣選訂

北港鎮為基地，以水為本，象徵生生不息、永無止

盡的傳承與創新，並透過策展、市集、與水相關的

DIY等，讓民眾透過體驗來傳遞在地藝文特色。

嘉義縣則以文化路徑的概念結合鄒族傳統狩獵文

化，透過實地體驗活動讓參與學員了解鄒族文化，

包括獵場取得方式、禁忌、狩獵、工具等知識與技

能。嘉義市提供「木育生活實驗場」，以「木都文

化理解」為基底，並以「嘉義舊監獄」為主要活動

場域，搭配「舊監故事展示」。

文化資產 古蹟 嘉義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98%89%E7%BE%A9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6%87%E5%8C%96%E8%B3%87%E7%94%A2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A4%E8%B9%9F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98%89%E7%BE%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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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古蹟日16縣市大串聯 成大揭幕

2020-09-16

　圖：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施國隆局長（左）及市黃偉哲市長（右）歡迎大家共同參與全國古蹟日「咕嘰_古
蹟」。 記者黃鐘毅攝

　每年九月第三個週末為全國古蹟日，全國十六個縣市大串聯，同步在九至十月陸續推出多項教育體驗活
動，十六日齊聚成大未來館，聯手為「二○二○年全國古蹟日」揭開序幕，邀民眾走入兼具知性與趣味的
未來教室。
　今年全國古蹟日以「遺產教育行動．翻轉與創新」為主題，十九及二十日二天，在全國十六個縣市同步
舉辦活動，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長施國隆與台南市長黃偉哲昨天攜手各縣市政府代表，一起在成大未來館為
活動揭開序幕，各縣市的活動內容有文資小旅行、文資小學堂、老屋影像徵件、現地走讀、實境解謎遊
戲、剪花藝術研習工作坊、花磚彩繪等。
施國隆表示，「文化資產教育」是文化資產保存二點０的工作方針，文化的本質來自於日常生活的創造，
而文化資產的內涵則源自文化長期的累積與傳承；希望在中央與地方政府協力合作之下，透過豐富多元的
文化資產教育推廣，讓市民體會文化資產的珍貴價值，並透過體驗式學習，將文化資產保存提升至全民參
與的層次。

　●黃偉哲邀到台南尋訪古蹟

黃偉哲表示，感謝文化部、文資局的協助，讓台南的古蹟妥善保存、活化，也讓外地遊客有更多機會接
觸，進而喜愛台南的古蹟，這是中央跟地方協力共創的好結果，在台南許多的古蹟都在市區裡，不管是廟
宇、博物館，甚至是學校的禮堂，都有很多具歷史意義的建築物或設施，歡迎大家一起來台南尋訪古蹟。
【記者黃鐘毅／台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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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劉奕廷醫師。

胃癌的治療與進展
／

2020/9/17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胃是人

體重要的消化器官，而根據衛福部國

健署統計，胃癌在民國108年的國人癌

症十大死因死亡率中占第8位。胃癌是

胃部細胞發生突變後不斷增殖所形成

的腫瘤；其中，以胃黏膜細胞轉變而

成的胃腺癌最為常見。

 成大醫院內科部血液腫瘤科劉奕廷醫師表示，如同諸多癌症患者一樣，許多胃癌

病人因擔心化學治療的副作用，在確診晚期胃癌後選擇其他偏方療法或未接受治

療，最終疾病惡化而使症狀加劇、體力減退，反而喪失治療良機。根據實際治療病

人的經驗，現在不論是化療藥或止吐藥都已比早年有長足進步，副作用都在可接受

的範圍；少數出現較厲害副作用，也可以根據症狀適時做藥物的調整來改善；另一

方面，治療後腫瘤縮小，症狀往往也能因此獲得改善，而能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劉奕廷醫師指出，對於確診為局部晚期、仍未有遠端轉移的胃癌，成大醫院上消

化道癌團隊會建議病患先接受誘導性化學治療，待腫瘤縮小後再評估開刀的可行

性。

 若初診斷時就已經發生遠端轉移，治療方式則以複方化學治療為主，常用的第一

線化療藥物包括鉑金類藥物合併氟嘧啶氨基硝酸鹽類藥物；針對具有HER2基因過度

表現之胃腺癌，從今（109）年2月起，第一線治療有健保提供的標靶藥物，大幅減

輕病患及家屬的經濟負擔。

 至於較初期的胃癌或原位癌，可由有經驗的胃腸專科醫師來評估內視鏡切除手術

的可行性。若是不適合內視鏡切除手術的早期胃癌，目前的標準治療是根除性切除

手術。劉奕廷醫師表示，早期胃癌經手術切除後，有很高的機會可達到痊癒，因此

應積極與外科醫師討論手術相關事宜。術後，若為復發風險較高的第二、三期病

人，健保也有條件給付1年的輔助性口服化療藥。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一直是癌症治療的最佳守則。但是，因為許多人對癌

症的既定印象是會有厲害的疼痛，因而認為胃部的癌症應該會造成上腹痛、噁心嘔

吐，或是吃不下等症狀；然而早期胃癌因為腫瘤還小，症狀常常不明顯，一直到腫

瘤愈長愈大，才會開始出現上述不適症狀，或因腫瘤出血而出現黑色大便，及食慾

減退及體重下降等症狀。劉奕廷醫師提醒指出，這些症狀也可能是一些良性疾病，

如胃部發炎或胃潰瘍等的表現，若相關症狀持續且無法改善時，應該尋求胃腸相關

專科醫師釐清病因。

 劉奕廷醫師提醒，除了家族遺傳外，胃癌常見後天環境相關危險因子包括：經常

食用燒烤、醃漬物或含硝酸鹽的加工食品、喝酒、抽菸等，都需要特別注意；胃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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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桿菌感染、胃潰瘍或曾經接受胃切除手術者，也會有較高的胃癌發生率。基於預

防勝於治療的考量，平常應該減少食用燒烤、醃漬物等，若有胃幽門桿菌感染，也

應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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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治療有進展　副作用都在可接受的範圍

 

 

▲成大醫院內科部血液腫瘤科劉奕廷醫師表示，民眾如胃部發炎或胃潰瘍等的表現，若相關症

狀持續且無法改善時，應該尋求胃腸相關專科醫師釐清病因。（圖／記者林悅翻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成大醫院內科部血液腫瘤科劉奕廷醫師表示，許多胃癌病人因擔心化學治療副作

用，在確診晚期胃癌後選擇其他偏方療法或未接受治療，最終疾病惡化而使症狀

加劇、體力減退，反而喪失治療良機。

劉奕廷醫師說，根據實際治療病人的經驗，現在不論是化療藥或止吐藥都已比早

年有長足進步，副作用都在可接受的範圍；少數出現較厲害副作用，也可以根據

症狀適時做藥物的調整來改善；另一方面，治療後腫瘤縮小，症狀往往也能因此

獲得改善，而能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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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奕廷醫師指出，胃是人體重要的消化器官，而根據衛福部國健署統計，胃癌在

2019年的國人癌症十大死因死亡率中占第8位，胃癌是胃部細胞發生突變後不斷

增殖所形成的腫瘤；其中，以胃黏膜細胞轉變而成的胃腺癌最為常見。

劉奕廷醫師指出，對於確診為局部晚期、仍未有遠端轉移的胃癌，成大醫院上消

化道癌團隊會建議病患先接受誘導性化學治療，待腫瘤縮小後再評估開刀的可行

性。若初診斷時就已經發生遠端轉移，治療方式則以複方化學治療為主，常用的

第一線化療藥物包括鉑金類藥物合併氟嘧啶氨基硝酸鹽類藥物；針對具有HER2基

因過度表現之胃腺癌，從2020年2月起，第一線治療有健保提供的標靶藥物，大

幅減輕病患及家屬的經濟負擔。

至於較初期的胃癌或原位癌，可由有經驗的胃腸專科醫師來評估內視鏡切除手術

的可行性。若是不適合內視鏡切除手術的早期胃癌，目前的標準治療是根除性切

除手術。劉奕廷醫師表示，早期胃癌經手術切除後，有很高的機會可達到痊癒，

因此應積極與外科醫師討論手術相關事宜。術後，若為復發風險較高的第二、三

期病人，健保也有條件給付1年的輔助性口服化療藥。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一直是癌症治療的最佳守則。但是因為許多人對癌症

的既定印象是會有厲害的疼痛，因而認為胃部的癌症應該會造成上腹痛、噁心嘔

吐，或是吃不下等症狀；然而早期胃癌因為腫瘤還小，症狀常常不明顯，一直到

腫瘤愈長愈大，才會開始出現上述不適症狀，或因腫瘤出血而出現黑色大便，及

食慾減退及體重下降等症狀。劉奕廷醫師提醒指出，這些症狀也可能是一些良性

疾病，如胃部發炎或胃潰瘍等的表現，若相關症狀持續且無法改善時，應該尋求

胃腸相關專科醫師釐清病因。

劉奕廷醫師提醒，除了家族遺傳外，胃癌常見後天環境相關危險因子包括：經常

食用燒烤、醃漬物或含硝酸鹽的加工食品、喝酒、抽菸等，都需要特別注意；胃



2020/9/17 胃癌治療有進展 副作用都在可接受的範圍 | ETtoday生活新聞 | ETtoday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916/1810742.htm 3/3

幽門桿菌感染、胃潰瘍或曾經接受胃切除手術者，也會有較高的胃癌發生率。基

於預防勝於治療的考量，平常應該減少食用燒烤、醃漬物等，若有胃幽門桿菌感

染，也應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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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的治療與進展
秒捷記者 ／ 陳祺昌採訪報導   2020-09-16 15:00

點閱1954

胃是人體重要的消化器官，而根據衛福部國健署統計，胃癌在民國108年的國人癌症十大死

占第8位。胃癌是胃部細胞發生突變後不斷增殖所形成的腫瘤；其中，以胃黏膜細胞轉變而

最為常見。

 

成大醫院內科部血液腫瘤科劉奕廷醫師表示，如同諸多癌症患者一樣，許多胃癌病人因擔

的副作用，在確診晚期胃癌後選擇其他偏方療法或未接受治療，最終疾病惡化而使症狀加

退，反而喪失治療良機。根據實際治療病人的經驗，現在不論是化療藥或止吐藥都已比早

步，副作用都在可接受的範圍；少數出現較厲害副作用，也可以根據症狀適時做藥物的調

另一方面，治療後腫瘤縮小，症狀往往也能因此獲得改善，而能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http://www.secjie.com.tw/index.html
http://www.secjie.com.tw/news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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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奕廷醫師指出，對於確診為局部晚期、仍未有遠端轉移的胃癌，成大醫院上消化道癌團

患先接受誘導性化學治療，待腫瘤縮小後再評估開刀的可行性。

 

若初診斷時就已經發生遠端轉移，治療方式則以複方化學治療為主，常用的第一線化療藥

類藥物合併氟嘧啶氨基硝酸鹽類藥物；針對具有HER2基因過度表現之胃腺癌，從今(109)

一線治療有健保提供的標靶藥物，大幅減輕病患及家屬的經濟負擔。

 

至於較初期的胃癌或原位癌，可由有經驗的胃腸專科醫師來評估內視鏡切除手術的可行性

合內視鏡切除手術的早期胃癌，目前的標準治療是根除性切除手術。劉奕廷醫師表示，早

術切除後，有很高的機會可達到痊癒，因此應積極與外科醫師討論手術相關事宜。術後，

險較高的第二、三期病人，健保也有條件給付1年的輔助性口服化療藥。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一直是癌症治療的最佳守則。但是，因為許多人對癌症的既定

厲害的疼痛，因而認為胃部的癌症應該會造成上腹痛、噁心嘔吐，或是吃不下等症狀；然

因為腫瘤還小，症狀常常不明顯，一直到腫瘤愈長愈大，才會開始出現上述不適症狀，或

而出現黑色大便，及食慾減退及體重下降等症狀。劉奕廷醫師提醒指出，這些症狀也可能

疾病，如胃部發炎或胃潰瘍等的表現，若相關症狀持續且無法改善時，應該尋求胃腸相關

清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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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早期症狀不明顯 這些族群要注意

（主流傳媒記者吳敏慈／台南報導）根據衛福部國健署統計，胃癌在民國108年的國人癌症十大死因死亡率
中占第8位。胃癌是胃部細胞發生突變後不斷增殖所形成的腫瘤，其中以胃黏膜細胞轉變而成的胃腺癌最為
常見。

成大醫院內科部血液腫瘤科醫師劉奕廷指出，除了家族遺傳外，胃癌常見後天環境相關危險因子包括經常食
用燒烤、醃漬物或含硝酸鹽的加工食品、喝酒、抽菸等，都需要特別注意；胃幽門桿菌感染、胃潰瘍或曾經
接受胃切除手術者，也會有較高的胃癌發生率。

劉奕廷說，許多人認為胃部的癌症應該會造成上腹痛、噁心嘔吐，或是吃不下等症狀；然而早期胃癌因為腫
瘤還小，症狀常常不明顯，一直到腫瘤愈長愈大，或因腫瘤出血而出現黑色大便，及食慾減退及體重下降，
才會開始出現不適症狀。

劉奕廷表示，雖然這些症狀也可能是一些良性疾病，如胃部發炎或胃潰瘍，若相關症狀持續且無法改善時，
應該尋求胃腸相關專科醫師釐清病因。

他表示，如同諸多癌症患者一樣，許多胃癌病人因擔心化學治療的副作用，在確診晚期胃癌後選擇其他偏方
療法或未接受治療，最終疾病惡化而使症狀加劇、體力減退，反而喪失治療良機。

根據實際治療病人的經驗，現在不論是化療藥或止吐藥都已比早年有長足進步，副作用都在可接受的範圍；
少數出現較厲害副作用，也可以根據症狀適時做藥物的調整來改善；另一方面，治療後腫瘤縮小，症狀往往
也能因此獲得改善，而能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劉奕廷指出，對於確診為局部晚期、仍未有遠端轉移的胃癌，成大醫院上消化道癌團隊會建議病患先接受誘
導性化學治療，待腫瘤縮小後再評估開刀的可行性。

若初診斷時就已經發生遠端轉移，治療方式則以複方化療為主，常用的第一線化療藥物包括鉑金類藥物合併
氟嘧啶氨基硝酸鹽類藥物；針對具有HER2基因過度表現之胃腺癌，從今年2月起，第一線治療有健保提供
的標靶藥物，大幅減輕病患及家屬的經濟負擔。

至於較初期的胃癌或原位癌，可由有經驗的胃腸專科醫師來評估內視鏡切除手術的可行性。若是不適合內視
鏡切除手術的早期胃癌，目前的標準治療是根除性切除手術。

劉奕廷表示，早期胃癌經手術切除後，有很高的機會可達到痊癒，因此應積極與外科醫師討論手術相關事
宜。術後，若為復發風險較高的第二、三期病人，健保也有條件給付1年的輔助性口服化療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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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師劉奕廷指出，早期胃癌經手術切除後，有很高的機會可達到痊癒。(記者吳敏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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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胃癌治療與進展

【記者于郁金/連凱斐/臺南報導】胃是人體重要的消化器官，而根據衛福部國健署統計，胃
癌在民國108年的國人癌症十大死因死亡率中占第8位。胃癌是胃部細胞發生突變後不斷增
殖所形成的腫瘤；其中，以胃黏膜細胞轉變而成的胃腺癌最為常見。
成大醫院內科部血液腫瘤科劉奕廷醫師表示，如同諸多癌症患者一樣，許多胃癌病人因擔心
化學治療的副作用，在確診晚期胃癌後選擇其他偏方療法或未接受治療，最終疾病惡化而使
症狀加劇、體力減退，反而喪失治療良機。根據實際治療病人的經驗，現在不論是化療藥或
止吐藥都已比早年有長足進步，副作用都在可接受的範圍；少數出現較厲害副作用，也可以
根據症狀適時做藥物的調整來改善；另一方面，治療後腫瘤縮小，症狀往往也能因此獲得改
善，而能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劉奕廷醫師指出，對於確診為局部晚期、仍未有遠端轉移的胃癌，成大醫院上消化道癌團隊
會建議病患先接受誘導性化學治療，待腫瘤縮小後再評估開刀的可行性。

若初診斷時就已經發生遠端轉移，治療方式則以複方化學治療為主，常用的第一線化療藥物
包括鉑金類藥物合併氟嘧啶氨基硝酸鹽類藥物；針對具有HER2基因過度表現之胃腺癌，從
今(109)年2月起，第一線治療有健保提供的標靶藥物，大幅減輕病患及家屬的經濟負擔。

至於較初期的胃癌或原位癌，可由有經驗的胃腸專科醫師來評估內視鏡切除手術的可行性；
若是不適合內視鏡切除手術的早期胃癌，目前的標準治療是根除性切除手術。劉奕廷醫師表
示，早期胃癌經手術切除後，有很高的機會可達到痊癒，因此應積極與外科醫師討論手術相
關事宜；術後，若為復發風險較高的第二、三期病人，健保也有條件給付1年輔助性口服化
療藥。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一直是癌症治療的最佳守則。但是，因為許多人對癌症的既定印
象是會有厲害的疼痛，因而認為胃部的癌症應該會造成上腹痛、噁心嘔吐，或是吃不下等症
狀；然而早期胃癌因為腫瘤還小，症狀常常不明顯，一直到腫瘤愈長愈大，才會開始出現上
述不適症狀，或因腫瘤出血而出現黑色大便，及食慾減退及體重下降等症狀。劉奕廷醫師提
醒指出，這些症狀也可能是一些良性疾病，如胃部發炎或胃潰瘍等的表現，若相關症狀持續
且無法改善時，應該尋求胃腸相關專科醫師釐清病因。

劉奕廷醫師提醒，除了家族遺傳外，胃癌常見後天環境相關危險因子包括：經常食用燒烤、
醃漬物或含硝酸鹽的加工食品、喝酒、抽菸等，都需要特別注意；胃幽門桿菌感染、胃潰瘍
或曾經接受胃切除手術者，也會有較高的胃癌發生率；基於預防勝於治療的考量，平常應該
減少食用燒烤、醃漬物等，若有胃幽門桿菌感染，也應接受治療。

https://1.bp.blogspot.com/-1vvSfxGxR0k/X2GysakdlDI/AAAAAAAGiRg/oV6sPsEJR9wml9RcfmZYKEY8D0V7y5lLwCLcBGAsYHQ/s2048/IMG_20200916_13214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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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奕廷醫師，學歷：長庚大學醫學系，經歷：成大醫院內科部住院醫師、成大醫院內科部血
液腫瘤科總醫師、內科、腫瘤內科、血液病及安寧緩和醫學專科醫師；現任成大醫院內科部
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專長：腫瘤診斷與治療(上消化道癌、頭頸癌、肺癌等)、血液疾病、
安寧療護
講題：胃癌的治療與進展。(于郁金攝/部分成大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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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7 10:06:49| 人氣5| 回應0 | 上一篇

胃癌的治療與進展

【民正新聞記者:蔡永源台南報導】胃是人體重要的消化器

官，而根據衛福部國健署統計，胃癌在民國108年的國人癌

症十大死因死亡率中占第8位。胃癌是胃部細胞發生突變後

不斷增殖所形成的腫瘤；其中，以胃黏膜細胞轉變而成的

胃腺癌最為常見。

成大醫院內科部血液腫瘤科劉奕廷醫師表示，如同諸多癌

症患者一樣，許多胃癌病人因擔心化學治療的副作用，在

確診晚期胃癌後選擇其他偏方療法或未接受治療，最終疾

病惡化而使症狀加劇、體力減退，反而喪失治療良機。根

據實際治療病人的經驗，現在不論是化療藥或止吐藥都已

比早年有長足進步，副作用都在可接受的範圍；少數出現

較厲害副作用，也可以根據症狀適時做藥物的調整來改

善；另一方面，治療後腫瘤縮小，症狀往往也能因此獲得

改善，而能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http://mypaper.pchome.com.tw/chuchu5839/post/1380414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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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奕廷醫師指出，對於確診為局部晚期、仍未有遠端轉移

的胃癌，成大醫院上消化道癌團隊會建議病患先接受誘導

性化學治療，待腫瘤縮小後再評估開刀的可行性。

 

若初診斷時就已經發生遠端轉移，治療方式則以複方化學

治療為主，常用的第一線化療藥物包括鉑金類藥物合併氟

嘧啶氨基硝酸鹽類藥物；針對具有HER2基因過度表現之胃

腺癌，從今(109)年2月起，第一線治療有健保提供的標靶

藥物，大幅減輕病患及家屬的經濟負擔。

 

至於較初期的胃癌或原位癌，可由有經驗的胃腸專科醫師

來評估內視鏡切除手術的可行性。若是不適合內視鏡切除

手術的早期胃癌，目前的標準治療是根除性切除手術。劉

奕廷醫師表示，早期胃癌經手術切除後，有很高的機會可

達到痊癒，因此應積極與外科醫師討論手術相關事宜。術

後，若為復發風險較高的第二、三期病人，健保也有條件

給付1年的輔助性口服化療藥。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一直是癌症治療的最佳守則。

但是，因為許多人對癌症的既定印象是會有厲害的疼痛，

因而認為胃部的癌症應該會造成上腹痛、噁心嘔吐，或是

吃不下等症狀；然而早期胃癌因為腫瘤還小，症狀常常不

明顯，一直到腫瘤愈長愈大，才會開始出現上述不適症

狀，或因腫瘤出血而出現黑色大便，及食慾減退及體重下

降等症狀。劉奕廷醫師提醒指出，這些症狀也可能是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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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疾病，如胃部發炎或胃潰瘍等的表現，若相關症狀持

續且無法改善時，應該尋求胃腸相關專科醫師釐清病因。

 

劉奕廷醫師提醒，除了家族遺傳外，胃癌常見後天環境相

關危險因子包括：經常食用燒烤、醃漬物或含硝酸鹽的加

工食品、喝酒、抽菸等，都需要特別注意；胃幽門桿菌感

染、胃潰瘍或曾經接受胃切除手術者，也會有較高的胃癌

發生率。基於預防勝於治療的考量，平常應該減少食用燒

烤、醃漬物等，若有胃幽門桿菌感染，也應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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