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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竹芳教授（生物科技與產業學系）投入蝦疫病研

究，獲的國際重要組織的肯定。（成大提供）

中華民國首位獲OIE傑出貢獻獎 成大羅竹芳教授為全球蝦
界打了漂亮一仗

孫宜秋／南市

2020/3/23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功大

學講座教授羅竹芳鑽研對蝦類危害最

嚴重的蝦白點病數十年，近年來又積

極投入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研究，對

全球蝦類養殖學術暨產業影響深遠。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高度肯其

貢 獻 ， 授 予 「 2020 Meritorious

Award（傑出貢獻獎）」，是中華民

國第一位獲此榮耀的學者專家。OIE預定5月24日在法國舉行全球會員大會，將在

近200名國家會員的見證下授獎。羅竹芳教授謙虛地說，「全世界相關動物領域如

牛羊豬雞等等有太多專家學者投入各項研究，表現都非常傑出，獲獎深感驚喜與榮

耀，也欣慰長久以來的付出被看見。」

 1924年成立的「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法文簡稱OIE」，總部設在法國巴黎。設立目的在維護國際動物及其畜產品之貿易

安全並促進國際間動物衛生合作。OIE負責制訂全球動物衛生及防檢疫標準，與

「聯合國糧農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均有合作，包括疫情通報、疫情監控、衛

生標準制訂及資訊分享等。

 食物鏈中，蝦扮演關鍵性角色；蝦也是人類補充蛋白質營養的來源。養殖蝦類有

助於減緩大量捕撈造成海洋生態失衡的可能，甚至可以解決因極端氣候變異導致的

糧食危機。但蝦類養殖疫病不斷於全球各地發生，1992年爆發的「蝦白點病」至

今仍讓蝦界記憶猶新，當年因疫情衝擊，全球養殖蝦產量由原本72.1萬噸，一下子

掉為60.9萬噸，驟減16%。

 蝦白點病，全球束手無策。羅竹芳教授日本東京大學農學部水產學科博士，原本

沒有甲殼類動物的相關研究經驗，有感於蝦白點病對包括台灣在內的蝦養殖業者帶

來的巨大衝擊，在強烈使命感驅使下，1994年毅然投入陌生的領域。為了解決問

題，她不會就去查，不懂就去問，從不自我設限，短短1、2個月裡，實驗室的研究

即獲得重大成果，令學術界大為驚嘆。

 羅竹芳教授印象深刻的說，開始做蝦白點病研究時正是農曆春節，但心裡壓根忘

了過年這件事，每天都浸在實驗室裡，分秒必爭搶時效，「感謝先生的理解與包

容」，自己才能無後顧之憂的投入研究，在實驗室以最短時間，純化出蝦白點病的

病毒，得到病毒DNA。一路走來，羅竹芳教授發表了許多重要論文（至今仍為高引

用率的研究文獻），也讓愈來愈多的相關基礎研究有跡可循，喚起學術界重視海洋

無脊椎動物與病原互動及防禦機制的研究，更促使蝦養殖在生物安全上的運作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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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最讓羅竹芳教授引以為傲的是，一開始科學家從電子顯微鏡觀察，認為蝦白點病

是桿狀病毒所致。但羅竹芳教授從核酸序列及病毒組裝方法上推論，堅信應是新病

毒造成。5、6年後國際病毒協會正式認定，蝦白點病是新病毒導致。多年的研究與

付出，羅竹芳教授所主持的實驗室也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任命為參考實驗室。

 感染蝦白點病的蝦，未發病前病毒量極低，一般的試劑很難測得。羅竹芳教授多

方找尋資料，某一次閱讀愛滋病相關文獻發現，愛滋病患者發病前，病毒量一樣很

少，才有所謂的空窗期，但試劑夠靈敏還是可以測得。她從中得到研究靈感，一舉

開發出檢驗試劑。更令人敬佩的是，羅竹芳教授竟將心血研究成果，以極低的價格

將技術移轉給民間。

 數年前蝦類又出現新興疾病-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所造成的損失嚴重程度與蝦

白點病不相上下。羅竹芳教授實驗室再次經由會員國推舉、被OIE任命成為目前全

球唯一一間的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參考實驗室。羅竹芳教授2013年接受泰國邀請

合作，不到3個月就獲得一個帶有致病基因的病毒質體，確認致病機轉。也進一步

開發出檢測試劑，讓業界可以區別蝦苗健康與否。

 羅竹芳教授7年前應已故成大前校長黃煌煇的邀請，自台大轉往成大任教。她在

既有的蝦類研究基礎上，開啟抗病蝦（SPR）及無特定病原體蝦（SPF）的育種研

究並創設前瞻蝦類養殖國際研發中心，建置科學化養蝦場，目標在促進全球養蝦產

業管理方面的革新。羅竹芳教授說，在台大時期做了很多基礎性的研究，發表了很

多論文。而來到成大，得到了將過去研究成果，實際應用於蝦類養殖與協助台灣相

關產業扎根的機會。

 羅竹芳教授2020年2月屆齡退休，她在一場退休聯誼餐會上感性的說，當年決定

從台大來成大服務，許多同事、朋友都認為太冒險，一再提醒「不要輕舉妄動」。

但事實證明，來成大是再好不過的決定。也親自體會到南部人的熱情、純樸。羅竹

芳透露，她是內向、上台容易緊張的人，爭取國家級大型計畫要做許多簡報、口頭

報告，蘇慧貞校長還是副校長時期，就不厭其煩的關心、給建議，到了當校長也沒

改變，甚至會協助演練。「應該沒有哪個校長會這樣的吧!那種親切，誠意，到現

在想起來，依然充滿感謝與感動。」

 羅竹芳教授雖然退休，但對蝦類研究的熱情絲毫未減。她現正於花蓮建置國內第

一個結合智慧養殖設施之標準化蝦類養殖專區，要將畢生的蝦類學術成果，繼續回

饋給社會，為台灣蝦類養殖產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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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首位獲OIE傑出貢獻獎 成大教授羅竹芳為全球蝦界
打了漂亮一仗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鑽研對蝦類危害最嚴重的

蝦白點病數十年，近年來又積極投入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研究，對全球蝦類養殖學術

暨產業影響深遠；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高度肯其貢獻，授予「2020 Meritorious

Award(傑出貢獻獎)」，是中華民國第1位獲此榮耀學者專家。成大表示，OIE預定5月

24日在法國舉行全球會員大會，將在近200名國家會員的見證下授獎。羅竹芳教授謙

虛地說，「全世界相關動物領域如牛羊豬雞等等有太多專家學者投入各項研究，表現

都非常傑出，獲獎深感驚喜與榮耀，也欣慰長久以來的付出被看見。」

羅竹芳教授，畢業於輔仁大學生物系，陸續取得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系碩士學位、日本

東京大學農學部水產學科博士學位；現任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主任、成大生物

科學與科技學院院長、成大講座教授。

維基百科資料指出，羅竹芳學術專長在甲殼類疾病學病毒分子生物學、甲殼類病毒

學、魚類病毒學、病毒與宿主交互作用等方面，她的蝦白點病毒研究已受國際肯定，

也被世界動物衛生組識(OIE)指定為蝦白點病參考實驗室主持人，其研究成就闡明全球

水生病毒的獨特性質，她深入觸及蝦與病毒間的互動，並提供許多新的資訊，其團隊

勁報 2020/03/22 12:50(19小時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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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遺傳育種策略培育出優良對蝦家族外，並利用成大安南校區建立蝦類遺傳育種中

心，以蝦類養殖為模式，建構科學化、智慧型的永續水產養殖企業。

1924年成立「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法文簡稱

OIE」，總部設在法國巴黎；設立目的在維護國際動物及其畜產品之貿易安全並促進國

際間動物衛生合作。OIE負責制訂全球動物衛生及防檢疫標準，與「聯合國糧農組織」

及「世界衛生組織」均有合作，包括疫情通報、疫情監控、衛生標準制訂及資訊分享

等。

食物鏈中，蝦扮演關鍵性角色；蝦也是人類補充蛋白質營養的來源；養殖蝦類有助於

減緩大量捕撈造成海洋生態失衡的可能，甚至可以解決因極端氣候變異導致的糧食危

機；但蝦類養殖疫病不斷於全球各地發生，1992年爆發的「蝦白點病」至今仍讓蝦界

記憶猶新，當年因疫情衝擊，全球養殖蝦產量由原本72.1萬噸，一下子掉為60.9萬

噸，驟減16%。

蝦白點病，全球束手無策；羅竹芳教授日本東京大學農學部水產學科博士，原本沒有

甲殼類動物的相關研究經驗，有感於蝦白點病對包括臺灣在內的蝦養殖業者帶來的巨

大衝擊，在強烈使命感驅使下，1994年毅然投入陌生領域；為了解決問題，她不會就

去查，不懂就去問，從不自我設限，短短1、2個月裡，實驗室的研究即獲得重大成

果，令學術界大為驚嘆。

羅竹芳教授印象深刻的說，開始做蝦白點病研究時正是農曆春節，但心裡壓根忘了過

年這件事，每天都浸在實驗室裡，分秒必爭搶時效，「感謝先生的理解與包容」，自

己才能無後顧之憂的投入研究，在實驗室以最短時間，純化出蝦白點病的病毒，得到

病毒DNA。一路走來，羅竹芳教授發表了許多重要論文(至今仍為高引用率的研究文

獻)，也讓愈來愈多的相關基礎研究有跡可循，喚起學術界重視海洋無脊椎動物與病原

互動及防禦機制的研究，更促使蝦養殖在生物安全上的運作與改革。

最讓羅竹芳教授引以為傲的是，一開始科學家從電子顯微鏡觀察，認為蝦白點病是桿

狀病毒所致；但羅竹芳教授從核酸序列及病毒組裝方法上推論，堅信應是新病毒造

成；5、6年後國際病毒協會正式認定，蝦白點病是新病毒導致；多年的研究與付出，

羅竹芳教授所主持的實驗室也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任命為參考實驗室。

感染蝦白點病的蝦，未發病前病毒量極低，一般的試劑很難測得；羅竹芳教授多方找

尋資料，某一次閱讀愛滋病相關文獻發現，愛滋病患者發病前，病毒量一樣很少，才

有所謂的空窗期，但試劑夠靈敏還是可以測得。她從中得到研究靈感，一舉開發出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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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試劑；更令人敬佩的是，羅竹芳教授竟將心血研究成果，以極低價格將技術移轉給

民間。

成大表示，數年前蝦類又出現新興疾病—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所造成的損失嚴重程

度與蝦白點病不相上下；羅竹芳教授實驗室再次經由會員國推舉、被OIE任命成為目前

全球唯一一間的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參考實驗室；羅竹芳教授2013年接受泰國邀請合

作，不到3個月就獲得一個帶有致病基因的病毒質體，確認致病機轉；也進一步開發出

檢測試劑，讓業界可以區別蝦苗健康與否。

羅竹芳教授7年前應已故成大前校長黃煌煇的邀請，自臺大轉往成大任教；她在既有的

蝦類研究基礎上，開啟抗病蝦(SPR)及無特定病原體蝦(SPF)的育種研究並創設前瞻蝦

類養殖國際研發中心，建置科學化養蝦場，目標在促進全球養蝦產業管理方面的革

新。羅竹芳教授說，在臺大時期做了很多基礎性的研究，發表了很多論文；而來到成

大，得到了將過去研究成果，實際應用於蝦類養殖與協助臺灣相關產業扎根的機會。

羅竹芳教授2020年2月屆齡退休，她在一場退休聯誼餐會上感性的說，當年決定從臺

大來成大服務，許多同事、朋友都認為太冒險，一再提醒「不要輕舉妄動」；但事實

證明，來成大是再好不過的決定；也親自體會到南部人的熱情、純樸。羅竹芳透露，

她是內向、上台容易緊張的人，爭取國家級大型計畫要做許多簡報、口頭報告，蘇慧

貞校長還是副校長時期，就不厭其煩的關心、給建議，到了當校長也沒改變，甚至會

協助演練；「應該沒有哪個校長會這樣的吧！那種親切，誠意，到現在想起來，依然

充滿感謝與感動。」

羅竹芳教授雖然退休，但對蝦類研究的熱情絲毫未減；她現正於花蓮建置國內第一個

結合智慧養殖設施之標準化蝦類養殖專區，要將畢生的蝦類學術成果，繼續回饋給社

會，為臺灣蝦類養殖產業扎根。(照片由國立成功大學提供)

根據維基百科就成大「羅竹芳」教授資料榮譽獎項，除了2020年獲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OIE)高度肯其貢獻，授予「2020 Meritorious Award(傑出貢獻獎)外，小編整理成大

羅竹芳教授歷年榮譽獎項：

1、2016年，二度獲得生物及醫農科學類科國家講座主持人，並晉升為終身榮譽，彰

顯她持續積極從事學術研究與教學，樹立學術典範。

2、2012年，第5屆「臺灣傑出女科學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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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8年，教育部第12屆生物及醫農科學類科國家講座獎。

4、2007年，教育部第51屆生物及醫農科學類科學術獎。

5、2007年，教育部第1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

6、2005年，國立臺灣大學優良教師獎。

7、2003年，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2年度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8、2003~2005年，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先導型計畫-個別型通識教育改

進計畫；生命科學與人類生活」。

9、2003年、2006年，教育部顧問室「基礎科學前瞻性人才培育計畫」-現代生物學教

育改進計畫獲計畫績優獎，共2次。

10、2003年，國立臺灣大學優良教師獎。

11、2001年，行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

12、1999年，中國生物學會傑出生物科學研究獎。

13、1997年到2003年，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共3次。

14、1996年到2001年，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畫研究成果榮獲專利獎勵。

15、1978年到1999年，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甲種研究獎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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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竹芳獲頒ＯＩＥ傑出貢獻獎
2020-03-23

 長期研究蝦白點病的羅竹芳教授將獲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頒發傑出貢獻

獎。（成大提供）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二十多年來長期投入研究對蝦類危害最嚴

重的蝦白點病，近期又研究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對全球蝦類養殖學術

暨產業影響深遠，世界動物衛生組織（ＯＩＥ）肯定其貢獻將頒予傑出

貢獻獎，她也是台灣第一位獲此榮耀的學者專家。

 一九九二年蝦類養殖爆發「蝦白點病」，當年因疫情衝擊，全球養殖

蝦產量驟減一成多。正當全球對蝦白點病束手無策時，原本沒有甲殼類

動物相關研究經驗的羅竹芳，在強烈使命感驅使下，於一九九四年毅然

投入這陌生的領域。

 羅竹芳印象深刻的說，開始做蝦白點病研究時正是農曆春節，但心裡

壓根忘了過年這件事，每天都浸在實驗室裡，分秒必爭搶時效，在實驗

室以最短時間，純化出蝦白點病的病毒，得到病毒ＤＮＡ。一路走來，

羅竹芳教授發表了許多重要論文，也喚起學術界重視海洋無脊椎動物與

病原互動及防禦機制的研究，更促使蝦養殖在生物安全上的運作與改

革。

 最讓羅竹芳教授引以為傲的是，一開始科學家從電子顯微鏡觀察，認

為蝦白點病是桿狀病毒所致。但羅竹芳從核酸序列及病毒組裝方法上推

論，堅信應是新病毒造成。五、六年後國際病毒協會正式認定，蝦白點

病是新病毒導致。多年的研究與付出，羅竹芳教授所主持的實驗室也被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38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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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任命為參考實驗室。

 數年前蝦類又出現新興疾病—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所造成的損失嚴

重程度與蝦白點病不相上下。羅竹芳教授實驗室再次經由會員國推舉、

被ＯＩＥ任命成為目前全球唯一的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參考實驗室。

 羅竹芳教授在今年二月屆齡退休，雖然退休，但對蝦類研究的熱情絲

毫未減，現正於花蓮建置國內第一個結合智慧養殖設施的標準化蝦類養

殖專區，要將畢生的蝦類學術成果，繼續回饋給社會，為台灣蝦類養殖

產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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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竹芳獲OIE傑出貢獻獎 台灣第一人
最新更新：2020/03/21 21:16

成大教授羅竹芳獲2020年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傑出貢獻獎，是台灣第一人。（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記者吳欣紜台北21日電）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每年都會頒發傑出貢獻獎，表

彰對動物疫病有傑出貢獻之人，成大教授羅竹芳今年以蝦類病理學等獲得殊榮，是台

灣第一個獲此獎項的人。

羅竹芳研究專長為蝦類病理學，過去因曾率領團隊對抗嚴重打擊台灣養蝦業的白點

病，而被養殖界尊稱為「養蝦之母」，其在蝦病研究投入極深，研究成果也受全球認

可。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firstnew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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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每年都會頒發傑出貢獻獎，農委會防檢局局長杜文珍告訴

中央社記者，羅竹芳獲得OIE認可、得到今年傑出貢獻獎，是台灣第一個獲此獎項的

人。

杜文珍表示，每年各國都可以推薦對動物疫病診斷有成就的人給OIE，被推薦者需經

OIE專家審查、認可，OIE會選出傑出貢獻獎，每年至多3人，有時會從缺。

杜文珍表示，台灣今年推薦羅竹芳，主因其在蝦子疾病、診斷、防治都有極大貢獻，

也不只有台灣受惠，所以最後才能獲得OIE認可。

杜文珍也提到，OIE為了提昇動物疫病診斷，會跟認可的實驗室針對診斷方法建立、

疾病防治等合作，羅竹芳也已經擔任OIE蝦白點病參考實驗室的專家多年。

羅竹芳研究成果卓越，過去曾榮獲中國生物學會傑出生物科學研究獎、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行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教育部第51屆生物及醫農科學類科

學術獎、教育部第12屆生物及醫農科學類科國家講座獎、第5屆「台灣傑出女科學家

獎」等。（編輯：吳協昌）109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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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第一人 羅竹芳鑽研蝦白點病獲OIE傑出貢
獻獎
最新更新：2020/03/22 12:01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鑽研蝦類疾病，對全球蝦類養殖學術及產業有高度貢獻，成為台灣第一名
獲得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法文簡稱OIE）傑出貢獻獎的專家。（成功大學提供）中央社記者楊思瑞台南
傳真　109年3月22日

（中央社記者楊思瑞台南22日電）國立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鑽研蝦類疾病，對

全球蝦類養殖學術及產業有高度貢獻，成為台灣第一名獲得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傑出貢

獻獎的專家。羅竹芳說，很欣慰長久付出被看見。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法文簡稱OIE）每年都

會頒發傑出貢獻獎，表彰對動物疫病有傑出貢獻者。羅竹芳今年以蝦類病理學等獲得

殊榮，是台灣第一個獲此獎項的人。

2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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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竹芳在公元2013年前應已故的前成大校長黃煌煇邀請，自台大轉往成大任教，今

年2月屆齡退休，但對蝦類研究的熱情絲毫未減。目前正在花蓮建置國內第一個結合

智慧養殖設施的標準化蝦類養殖專區。成大今天也發布新聞稿，肯定羅竹芳貢獻。

羅竹芳是日本東京大學農學部水產學科博士，原本沒有甲殼類動物的相關研究經驗。

因有感於蝦白點病對養殖業者帶來巨大衝擊，在1994年毅然投入陌生領域。短短幾

個月裡，實驗室的研究就獲得重大成果，令學術界大為驚嘆。

羅竹芳在成大任教期間，在原有的蝦類研究基礎上，開啟抗病蝦及無特定病原體蝦的

育種研究，並創設前瞻蝦類養殖國際研發中心，建置科學化養蝦場，目標在促進全球

養蝦產業管理的革新。

她說，自己在台大時期做了很多基礎性的研究，發表了很多論文。來到成大更得到將

過去研究成果，實際應用於蝦類養殖與協助台灣相關產業扎根的機會。

羅竹芳也提到，自己開始做蝦白點病研究時，剛好碰到農曆春節；因每天浸在實驗室

裡，甚至完全忘記了過年這回事。她也感謝先生的理解與包容，自己才能無後顧之憂

投入研究，以最短時間純化出蝦白點病病毒，得到病毒DNA。

羅竹芳表示，科學家一開始從電子顯微鏡觀察，認為蝦白點病是桿狀病毒所致。但她

從核酸序列及病毒組裝方法上推論，堅信應是新病毒造成。後來國際病毒協會正式認

定，蝦白點病是新病毒導致，她所主持的實驗室也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任命為參考實

驗室。

不過，蝦類數年前又出現新興疾病「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造成的損失嚴重程度與

蝦白點病不相上下。因此羅竹芳的實驗室再次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任命為目前全球唯

一的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參考實驗室。

羅竹芳2013年曾接受泰國邀請合作，在不到3個月時間內就獲得一個帶有致病基因的

病毒質體，確認致病機轉，也進一步開發出檢測試劑，讓業界可以區別蝦苗健康與

否。

對於這次獲獎，她謙虛表示，全世界相關動物領域，如牛、羊、豬、雞等有太多專家

學者投入各項研究，且表現非常傑出；她也說，對自己能獲獎深感驚喜與榮耀，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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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長久以來的付出被看見。希望未來將畢生蝦類學術成果，繼續回饋給社會，為台灣

蝦類養殖產業扎根。（編輯：洪學廣）1090322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左）長期鑽研蝦類疾病，所主持的實驗室也被世界動物衛生組
織任命為參考實驗室。（成功大學提供）中央社記者楊思瑞台南傳真 10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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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竹芳研究蝦類傳染病 獲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傑出

貢獻獎

2020-03-23 01:02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鑽研對蝦類危害最嚴重的「蝦白點

病」多年，近年又投入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研究，對全球蝦類

養殖學術和產業影響深遠，獲得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頒發的傑出

貢獻獎，是我國第一位獲此榮耀的學者專家。

分享

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左）獲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頒發傑出貢獻獎， 是 我 國 首位獲此榮

耀的學者。  圖／成功大學提供

讚 1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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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竹芳是日本東京大學農學部水產學科博士，原本沒有甲殼類

動物的相關研究經驗，有感於蝦白點病巨大衝擊，1994年毅然

投入陌生的領域。

羅竹芳說，當年研究時正是農曆春節，但心裡壓根忘了過年這

件事，每天都浸在實驗室裡，分秒必爭搶時效，「感謝先生的

理解與包容」，實驗室才能在最短時間，純化出蝦白點病的病

毒，得到病毒DNA。一開始科學家認為蝦白點病是桿狀病毒所

致，但羅竹芳從核酸序列及病毒組裝方法上推論，堅信應是新

病毒造成，國際病毒協會也認定她的研究。

數年前蝦類又出現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羅竹芳帶領實驗室不

到3個月就獲得帶有致病基因的病毒質體，確認致病機轉，這

兩種蝦類疾病都開發出檢測試劑，讓業界得以區別蝦苗健康與

否。

校方說，今年從學校退休的羅竹芳，對蝦類研究的熱情絲毫未

減，她目前在花蓮建置國內第一個結合智慧養殖設施的標準化

蝦類養殖專區。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D%B1%E4%BA%AC%E5%A4%A7%E5%AD%B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8%A5%E7%AF%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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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唯一 成大羅竹芳獲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頒傑出

貢獻獎

2020-03-22 12:46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鑽研對蝦類危害最嚴重的蝦白點病數

十年，近年來又積極投入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研究，對全球蝦

類養殖學術暨產業影響深遠。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高度

分享

8

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左）。圖／成 大提供

讚 1,115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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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其貢獻，授予「 2020 Meritorious Award（傑出貢獻

獎）」，是中華民國第一位獲此榮耀的學者專家。

OIE預定5月24日在法國舉行全球會員大會，將在近200名國家

會員的見證下授獎。 1924 年 成立的「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 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 ， 法 文 簡 稱

OIE」，總部設在法國巴，與WHO世界衛生組織不同的是，後

者是聯合國附屬組職，但前者不是，目前約有近200個會員國

家。

OIE設立目的在維護國際動物及其畜產品之貿易安全並促進國

際間動物衛生合作 。 OIE負責制訂全球動物衛生及防檢疫標

準，與「聯合國糧農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均有合作，包

括疫情通報、疫情監控、衛生標準制訂及資訊分享等。

食物鏈中，蝦扮演關鍵性角色；蝦也是人類補充蛋白質營養的

來源。養殖蝦類有助於減緩大量捕撈造成海洋生態失衡的 可

能，甚至可以解決因極端氣候變異導致的糧食危機。但蝦類養

殖疫病不斷於全球各地發生，1992年爆發的「蝦白點病」至今

仍讓蝦界記憶猶新，當年因疫情衝擊，全球養殖蝦產量由原本

72.1萬噸，一下子掉為60.9萬噸，驟減16%。

蝦白點病，全球束手無策。羅竹芳日本東京大學農學部水產學

科博士，原本沒有甲殼類動物的相關研究經驗，有感於蝦白點

病對包括台灣在內的蝦養殖業者帶來的巨大衝擊，在強烈使命

感驅使下，1994年毅然投入陌生的領域。為了解決問題，她不

會就去查，不懂就去問，從不自我設限，短短1、2個月裡，實

驗室的研究即獲得重大成果，令學術界大為驚嘆。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6%AB%E6%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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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竹芳教授印象深刻的說，開始做蝦白點病研究時正是農曆春

節，但心裡壓根忘了過年這件事，每天都浸在實驗室裡，分秒

必爭搶時效，「感謝先生的理解與包容」，自己才能無後顧之

憂的投入研究，在實驗室以最短時間，純化出蝦白點病的病

毒，得到病毒DNA。一路走來，羅竹芳發表了許多重要論文

（至今仍為高引用率的研究文獻），也讓愈來愈多的相關基礎

研究有跡可循，喚起學術界重視海洋無脊椎動物與病原互動及

防禦機制的研究，更促使蝦養殖在生物安全上的運作與改革。

最讓羅竹芳引以為傲的是，一開始科學家從電子顯微鏡觀察，

認為蝦白點病是桿狀病毒所致。但羅竹芳從核酸序列及病毒組

裝方法上推論，堅信應是新病毒造成。5、6年後國際病毒協會

正式認定，蝦白點病是新病毒導致。多年的研究與付出，羅竹

芳所主持的實驗室也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任命為參考實驗室。

感染蝦白點病的蝦，未發病前病毒量極低，一般的試劑很難測

得。羅竹芳多方找尋資料，某一次閱讀愛滋病相關文獻發現，

愛滋病患者發病前，病毒量一樣很少，才有所謂的空窗期，但

試劑夠靈敏還是可以測得。她從中得到研究靈感，一舉開發出

檢驗試劑。

數年前蝦類又出現新興疾病—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所造成的

損失嚴重程度與蝦白點病不相上下。羅竹芳教授實驗室再次經

由會員國推舉、被OIE任命成為目前全球唯一一間的蝦急性肝

胰腺壞死病參考實驗室。羅竹芳2013年接受泰國邀請合作，不

到3個月就獲得一個帶有致病基因的病毒質體，確認致病機

轉。也進一步開發出檢測試劑，讓業界可以區別蝦苗健康與

否。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4%9B%E6%BB%8B%E7%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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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竹芳教授7年前應已故成大前校長黃煌煇的邀請，自台大轉

往成大任教。她在既有的蝦類研究基礎上，開啟抗病蝦(SPR)

及無特定病原體蝦(SPF)的育種研究並創設前瞻蝦類養殖國際

研發中心，建置科學化養蝦場，目標在促進全球養蝦產業管理

方面的革新。

今年從學校退休的羅竹芳，對蝦類研究的熱情絲毫未減。她現

正於花蓮建置國內第一個結合智慧養殖設施之標準化蝦類養殖

專區。

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圖／成大提供

愛滋病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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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竹芳教授（左）中華民國第一位獲此榮耀的學者專家。（成功大學提供／曹婷婷台南

傳真）

解決全球蝦疫 首獲OIE傑出貢獻獎　成大羅竹芳教授為全球
蝦界打了漂亮一仗

中時 曹婷婷10:16 2020/03/22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台灣防疫能量獲矚目；而在1992年爆發「蝦白點病」，當年

全球養殖蝦產量由原本72.1萬噸掉到60.9萬噸，驟減16％，全球束手無策；成功大學講

座教授羅竹芳當年有感於蝦白點病對包括台灣在內蝦養殖業帶來巨大衝擊，1994年毅然

投入鑽研，找到新病毒，開發檢驗試劑，近年又積極投入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研究，對

全球蝦類養殖學術暨產業影響深遠。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高度肯其貢獻，授予

「2020 Meritorious Award（傑出貢獻獎）」，是中華民國第一位獲此榮耀的學者專

家。

OIE預定5月24日在法國舉行全球會員大會，在近200名國家會員見證下授獎。羅竹芳教

授謙稱，「全世界相關動物領域如牛羊豬雞等有太多專家學者投入各項研究，表現非常

傑出，獲獎深感驚喜與榮耀，也欣慰長久以來的付出被看見。」

食物鏈中，蝦扮演關鍵性角色；蝦也是人類補充蛋白質營養的來源。養殖蝦類有助於減

緩大量捕撈造成海洋生態失衡的可能，甚至可解決因極端氣候變異導致的糧食危機。蝦

類養殖疫病不斷於全球各地發生，1992年爆發「蝦白點病」至今仍讓蝦界記憶猶新，當

年因疫情衝擊，全球養殖蝦產量驟減16％。

羅竹芳教授為日本東京大學農學部水產學科博士，原本沒有甲殼類動物的相關研究經

驗，在強烈使命感驅使下，毅然投入陌生領域，「不會就去查，不懂就去問」，從不自

我設限，短短1、2個月，實驗室研究即獲得重大成果，令學術界大為驚嘆。

「開始做蝦白點病研究時正是農曆春節，但我壓根忘了過年這件事，每天浸在實驗室

裡，分秒必爭搶時效，感謝先生的理解與包容」，自己才能無後顧之憂投入研究，以最

短時間純化出蝦白點病的病毒，得到病毒DNA。一路走來，羅竹芳教授發表許多重要論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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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至今仍為高引用率的研究文獻），也讓愈來愈多相關基礎研究有跡可循，喚起學術

界重視海洋無脊椎動物與病原互動及防禦機制的研究，更促使蝦養殖在生物安全上的運

作與改革。

最讓羅竹芳教授引以為傲的是，一開始科學家從電子顯微鏡觀察，認為蝦白點病是桿狀

病毒所致，但她從核酸序列及病毒組裝方法推論，堅信應是新病毒造成。5、6年後獲國

際病毒協會正式認定，羅竹芳所主持的實驗室也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任命為參考實驗

室。

感染蝦白點病的蝦，未發病前病毒量極低，一般試劑很難測得。羅竹芳多方找尋資料，

某次閱讀愛滋病相關文獻發現愛滋病患者發病前，病毒量一樣很少，才有所謂空窗期，

但試劑夠靈敏仍可測得。她從中得到研究靈感，一舉開發出檢驗試劑。令人敬佩的是，

她竟將心血研究成果，以極低的價格將技術移轉給民間。

數年前，蝦類又出現新興疾病—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損失嚴重程度與蝦白點病不相上

下。羅竹芳實驗室再次經由會員國推舉、被OIE任命成為目前全球唯一一間的蝦急性肝胰

腺壞死病參考實驗室。羅竹芳教授2013年接受泰國邀請合作，不到3個月就獲得一個帶

有致病基因的病毒質體，確認致病機轉。也進一步開發出檢測試劑，讓業界可以區別蝦

苗健康與否。

羅竹芳教授7年前應已故成大前校長黃煌煇的邀請，自台大轉往成大任教，2020年2月屆

齡退休，但對蝦類研究熱情絲毫未減，現正於花蓮建置國內第一個結合智慧養殖設施之

標準化蝦類養殖專區，要將畢生的蝦類學術成果，繼續回饋給社會，為台灣蝦類養殖產

業扎根。

(中時 )

#研究 #全球 #養殖 #教授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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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第一位 成大教授羅竹芳獲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貢獻獎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鑽研蝦白點病及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等研究，獲世
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授予「2020 Meritorious Award（傑出貢獻獎）」，為
全台第1位獲此殊榮的學者專家。（成功大學提供）

2020-03-22 15:22:33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鑽研蝦白點病數十

年，近年來又積極投入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研究，貢獻全球蝦類養殖學術暨

產業，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授予「2020 Meritorious Award（傑出貢獻

獎）」，為台灣第1位獲此榮耀的學者專家。

OIE預定5月24日在法國舉行全球會員大會，於近200名國家會員的見證下授

獎。羅竹芳說，全球動物領域相關的研究有很多，能在眾多傑出表現中獲

獎，深感驚喜與榮耀，也欣慰長久以來的付出被看見。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成立於1924年，總部位於法國巴黎，設立目的在維護國際

動物及其畜產品之貿易安全並促進國際間動物衛生合作，制訂全球動物衛生

及防檢疫標準，與聯合國糧農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均有合作，包括疫情通

報、疫情監控、衛生標準制訂及資訊分享等。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3/22/3108644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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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竹芳為日本東京大學農學部水產學科博士，她表示，蝦是人類補充蛋白質

營養的來源，養殖蝦類有助於減緩大量捕撈造成海洋生態失衡的可能，甚至

可以解決因極端氣候變異導致的糧食危機，但蝦類養殖疫病不斷於全球各地

發生，1992年爆發的「蝦白點病」，就讓當年全球養殖蝦產量由原本72.1萬

噸，掉到60.9萬噸，驟減16%。

有感於蝦白點病對包括台灣在內的蝦養殖業者帶來的巨大衝擊，羅竹芳於

1994年投入研究，實驗室在短短1、2個月，純化出蝦白點病的病毒，得到病

毒DNA。迄今她發表許多重要論文，喚起學術界重視海洋無脊椎動物與病原

互動及防禦機制的研究，促使蝦養殖在生物安全上的運作與改革。

羅竹芳表示，一開始科學家從電子顯微鏡觀察，認為蝦白點病是桿狀病毒所

致，但她從核酸序列及病毒組裝方法上推論，堅信應是新病毒造成，5、6年

後獲國際病毒協會正式認定，蝦白點病是新病毒導致。羅竹芳主持的實驗室

也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任命為參考實驗室。

羅竹芳指出，感染蝦白點病的蝦，未發病前病毒量極低，一般的試劑很難測

得，有一次她在閱讀愛滋病相關文獻時得到靈感，開發出檢驗試劑，並以極

低的價格將技術移轉給民間。

數年前蝦類出現新興疾病—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造成嚴重損失，羅竹芳的

實驗室再次經由會員國推舉、被OIE任命成為目前全球唯一一間的蝦急性肝胰

腺壞死病參考實驗室，2013年接受泰國邀請合作，不到3個月就獲得一個帶有

致病基因的病毒質體，確認致病機轉，也進一步開發出檢測試劑，讓業界可

以區別蝦苗健康與否。

7年前羅竹芳至成大任教，在既有的蝦類研究基礎上，開啟抗病蝦（SPR）及

無特定病原體蝦（SPF）的育種研究，並創設前瞻蝦類養殖國際研發中心，

建置科學化養蝦場，目標在促進全球養蝦產業管理方面的革新。雖然她已於

今年2月屆齡退休，對蝦類研究仍持續，目前正在花蓮建置國內第一個結合智

慧養殖設施之標準化蝦類養殖專區，要將畢生的蝦類學術成果，繼續回饋給

社會，為台灣蝦類養殖產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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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鑽研蝦白點病及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等研究，獲世
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授予「2020 Meritorious Award（傑出貢獻獎）」，為
全台第1位獲此殊榮的學者專家。（成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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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蝦白點病有成 羅竹芳獲OIE傑出貢獻獎

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左）鑽研蝦白點病及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等研究，獲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授予傑出貢獻獎。 �（成功大學提供）

2020-03-23 05:30:00

全國第一人！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長期鑽研蝦白點病及蝦急性肝胰腺壞

死病研究，影響全球蝦類養殖學術與產業，獲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授予

「傑出貢獻獎」，五月廿四日將在法國舉行的全球會員大會頒獎。

一九九二年「蝦白點病」爆發，導致當年全球養殖蝦的產量從七十二萬噸驟

減至六十萬噸。羅竹芳自一九九四年投入蝦白點病研究，當時每天都待在實

驗室裡，純化出蝦白點病的病毒及得到DNA，迄今發表許多論文，喚起學術

界對海洋無脊椎動物與病原互動及防禦機制的研究，也促使蝦養殖在生物安

全上的運作與改革。

她從推論出蝦白點病為新病毒造成，獲得國際病毒協會正式認定，其實驗室

更被OIE任命為參考實驗室。另外，她也從愛滋病相關文獻得到靈感，開發出

檢驗試劑，並以極低價格技轉給民間。（記者劉婉君）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3/23/8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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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首位獲OIE傑出貢獻獎　成大羅竹芳教授為
全球蝦界打漂亮一仗

▲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獲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高度肯其貢獻，授予「2020傑出貢獻

獎」，是我國首位獲此榮耀的學者專家。（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鑽研對蝦類危害最嚴重的蝦白點病數十年，近年來又積極

投入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研究，對全球蝦類養殖學術暨產業影響深遠，世界動物衛生

組織（OIE）高度肯其貢獻，授予「2020傑出貢獻獎」，是我國首位獲此榮耀的學者

專家。

成大指出，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預定5月24日在法國舉行全球會員大會，將在近

200名國家會員的見證下授獎。羅竹芳教授謙虛地說，「全世界相關動物領域如牛羊

豬雞等等有太多專家學者投入各項研究，表現都非常傑出，獲獎深感驚喜與榮耀，也

欣慰長久以來的付出被看見」。

1924年成立的「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法文

簡稱OIE」，總部設在法國巴黎。設立目的在維護國際動物及其畜產品之貿易安全並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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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國際間動物衛生合作。OIE負責制訂全球動物衛生及防檢疫標準，與「聯合國糧

農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均有合作，包括疫情通報、疫情監控、衛生標準制訂及

資訊分享等。

食物鏈中，蝦扮演關鍵性角色；蝦也是人類補充蛋白質營養的來源。養殖蝦類有助於

減緩大量捕撈造成海洋生態失衡的可能，甚至可以解決因極端氣候變異導致的糧食危

機。但蝦類養殖疫病不斷於全球各地發生，1992年爆發的「蝦白點病」至今仍讓蝦界

記憶猶新，當年因疫情衝擊，全球養殖蝦產量由原本72.1萬噸，一下子掉為60.9萬

噸，驟減16%。

蝦白點病，全球束手無策。羅竹芳教授日本東京大學農學部水產學科博士，原本沒有

甲殼類動物的相關研究經驗，有感於蝦白點病對包括台灣在內的蝦養殖業者帶來的巨

大衝擊，在強烈使命感驅使下，1994年毅然投入陌生的領域。為了解決問題，她不會

就去查，不懂就去問，從不自我設限，短短1、2個月裡，實驗室的研究即獲得重大成

果，令學術界大為驚嘆。

羅竹芳教授印象深刻的說，開始做蝦白點病研究時正是農曆春節，但心裡壓根忘了過

年這件事，每天都浸在實驗室裡，分秒必爭搶時效，她感謝先生的理解與包容，自己

才能無後顧之憂的投入研究，在實驗室以最短時間，純化出蝦白點病的病毒，得到病

毒DNA。

一路走來，羅竹芳教授發表了許多重要論文（至今仍為高引用率的研究文獻），也讓

愈來愈多的相關基礎研究有跡可循，喚起學術界重視海洋無脊椎動物與病原互動及防

禦機制的研究，更促使蝦養殖在生物安全上的運作與改革。

最讓羅竹芳教授引以為傲的是，一開始科學家從電子顯微鏡觀察，認為蝦白點病是桿

狀病毒所致。但羅竹芳教授從核酸序列及病毒組裝方法上推論，堅信應是新病毒造

成。5、6年後國際病毒協會正式認定，蝦白點病是新病毒導致。多年的研究與付出，

羅竹芳教授所主持的實驗室也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任命為參考實驗室。

感染蝦白點病的蝦，未發病前病毒量極低，一般的試劑很難測得。羅竹芳教授多方找

尋資料，某一次閱讀愛滋病相關文獻發現，愛滋病患者發病前，病毒量一樣很少，才

有所謂的空窗期，但試劑夠靈敏還是可以測得。她從中得到研究靈感，一舉開發出檢

驗試劑。更令人敬佩的是，羅竹芳教授竟將心血研究成果，以極低的價格將技術移轉

給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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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前蝦類又出現新興疾病—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所造成的損失嚴重程度與蝦白點

病不相上下。羅竹芳教授實驗室再次經由會員國推舉、被OIE任命成為目前全球唯一

一間的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參考實驗室。羅竹芳教授2013年接受泰國邀請合作，不到

3個月就獲得一個帶有致病基因的病毒質體，確認致病機轉，也進一步開發出檢測試

劑，讓業界可以區別蝦苗健康與否。

羅竹芳教授7年前應已故成大前校長黃煌煇的邀請，自台大轉往成大任教。她在既有的

蝦類研究基礎上，開啟抗病蝦（SPR）及無特定病原體蝦（SPF）的育種研究並創設

前瞻蝦類養殖國際研發中心，建置科學化養蝦場，目標在促進全球養蝦產業管理方面

的革新。

羅竹芳教授說，在台大時期做了很多基礎性的研究，發表了很多論文。而來到成大，

得到了將過去研究成果，實際應用於蝦類養殖與協助台灣相關產業扎根的機會。

羅竹芳教授雖然退休，但對蝦類研究的熱情絲毫未減，她現正於花蓮建置國內第一個

結合智慧養殖設施之標準化蝦類養殖專區，要將畢生的蝦類學術成果，繼續回饋給社

會，為台灣蝦類養殖產業扎根。



/

鑽研蝦類疾病 羅竹芳貢獻獲肯定

2020-03-22

　圖說：國立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左）長期鑽研蝦類疾病，所主持的實驗室也
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任命為參考實驗室。（成功大學提供）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鑽研蝦類疾病，對全球蝦類養殖學術及產業有高度貢
獻，成為台灣第一名獲得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傑出貢獻獎的專家。羅竹芳說，很欣慰長
久付出被看見。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法文簡稱OIE）
每年都會頒發傑出貢獻獎，表彰對動物疫病有傑出貢獻者。羅竹芳今年以蝦類病理學
等獲得殊榮，是台灣第一個獲此獎項的人。
　羅竹芳在公元二○一三年前應已故的前成大校長黃煌煇邀請，自台大轉往成大任
教，今年二月屆齡退休，但對蝦類研究的熱情絲毫未減。目前正在花蓮建置國內第一
個結合智慧養殖設施的標準化蝦類養殖專區。
　羅竹芳是日本東京大學農學部水產學科博士，原本沒有甲殼類動物的相關研究經
驗。因有感於蝦白點病對養殖業者帶來巨大衝擊，在一九九四年毅然投入陌生領域。
短短幾個月裡，實驗室的研究就獲得重大成果，令學術界大為驚嘆。
　羅竹芳在成大任教期間，在原有的蝦類研究基礎上，開啟抗病蝦及無特定病原體蝦
的育種研究，並創設前瞻蝦類養殖國際研發中心，建置科學化養蝦場，目標在促進全
球養蝦產業管理的革新。



/

　她說，自己在台大時期做了很多基礎性的研究，發表了很多論文。來到成大更得到
將過去研究成果，實際應用於蝦類養殖與協助台灣相關產業扎根的機會。
　羅竹芳也提到，自己開始做蝦白點病研究時，剛好碰到農曆春節；因每天浸在實驗
室裡，甚至完全忘記了過年這回事。【臺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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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資工系教AI「算蚊子」 精準掌握熱區

2020-03-22 23:13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報導

台灣登革熱防治結合科技，成大資工系團隊研發出即時回傳資

料的誘卵桶，另由謝源寶帶隊的LINKER影像辨視團隊則教會

AI「算蚊子」，讓科技防疫更輕鬆。

成大資工系副教授莊坤達說，登革熱防疫使用的誘卵桶，一方

面引誘蚊子下卵捕殺，另方面可了解當地蚊子密度，台南全市

成 大資工系副教授莊坤達團隊研究最 新式的即時式誘卵桶。  記者修瑞瑩／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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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布有3000多個桶。過去要有人收桶，還要算卵數，相當耗費

人力，且辨識困難，有些卵並非病媒蚊的卵，有些卵會重疊很

難計算，且全市誘卵桶回收可能要半個月以上。

新研發的即時回傳誘卵桶，透過桶內電子設備，可以每半小時

或一小時就拍照上傳雲端，隨時掌控蚊子的狀況，在發現熱區

後可以加密桶子，把熱區精準縮小，節省噴藥的人力與費用。

而LINKER主要是負責影像辨識，例如教無人車辨視街道影像，

目前也投入防疫，協助教導AI數算誘卵桶內的卵數，加快速

度。

莊坤達表示，由政府主導防疫，缺點是沒有疫情時，相關專業

技術很難留存，如果未來能發展成為一個產業，不僅可以輸出

國外，產業技術也可以愈來愈精進。

蚊子 登革熱 成大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9A%8A%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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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防疫登革熱 星、澳想取經

2020-03-22 23:13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報導

台灣防疫表現受國外肯定，登革熱疫情曾在2015年時大爆發，

當年病例數超過4萬人，有200多人死亡，相關單位結合創新科

技研究出防疫方法，科技防疫讓病例數「跌停」，目前包括新

加坡、澳洲都有意與台灣合作，學習台灣登革熱防治法。

8 疫情

台灣防治登革熱的技術受國際肯定。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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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甄試放榜 長榮大學生科系學生全考上國立

2020-03-23 12:22  聯合報  / 記者周宗禎／台南即時報導

長榮大學生物科技學系去年度超過9成學生考上國立大學研究

所 ，今年 成績更亮眼，報考研究所推甄學生 全數考取國立大

學；其中張雅蓁考取台大、成大與交大三校研究所，林亭妤考

取成大與中興四間研究所，另有學生錄取交大、成大、陽明、

中興、中正、國防、高雄大學等國立大學。

0:00 / 2:02

8 馬來西亞

研究所甄試放榜，長榮大學生科系學生 全考上 國立大學。圖 /校方提供

https://udn.com/
https://udn.com/news/cate/2/1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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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錄取學生周芝穎與游宴玲分別是馬來西亞與南非籍學生，

兩人大學之前是在馬來西亞與南非就學，就讀生科系時成績都

是班上前三名；校方表示，不論是本國籍與外國籍學生就讀長

榮大學生科系都有好成績的表現。

生科系主任許鴻猷表示，生科系已成立17年，有完善師資結構

與研究環境，研究空間被教育部校園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查核評

定為最高評等。生科系教授生物相關科學，領域包含醫藥與健

康照護、藥物開發、遺傳工程與生物檢驗等，生科系也非常著

重實作力，課程設計不同年級都有實驗課，加強實驗技術及技

能，幫助學生順利尋找未來方向。

許鴻猷指出，專題研究是生科系學生在大學學習過程中很重要

的一部分，今年大四學生賴韻筑在黃昭菱老師指導下申請「科

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獲得獎助，期望透過專題研究訓練，

學生畢業後有更佳的就業能力。

除專題研究，生科系課程設計包含專業實習，每年都舉辦專題

海報成果展和暑假實習成果展，「透過這些活動，讓學生有多

方面的學習機會藉此激發出學生潛能，創造更好的成績」。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A6%AC%E4%BE%86%E8%A5%BF%E4%B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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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甄試放榜，長榮大學生科系學生全考上國立大學。圖 /校方提供

成大 馬來西亞 交大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A6%AC%E4%BE%86%E8%A5%BF%E4%BA%9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4%BA%A4%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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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大電通系校友陳永維取得國立大學博士學位 獲頒「校友
楷模獎」

崑大電通系校友陳永維取得國立大學博士學位 獲頒「校友楷模獎」

(中央社訊息服務20200320 15:25:17)崑山科技大學電腦與通訊系100年度、電腦與通

訊研究所102年度畢業校友陳永維，於民國108年獲得國立成功大學微電子工程所博士

學位，這也是電通系創系以來第一位博士，在奈米結構相關研究方面更獲得了多項國

內外專利，近日母校頒予「校友楷模獎」，他不吝分享求學態度，期許學弟妹能提早

做好生涯規劃，踏實建構精彩人生。

陳永維原是電通系大學生，應屆考上碩士班，就讀碩士班期間，在指導老師（現任崑

大創意媒體學院院長兼創新創業育成中心主任）吳宏偉教授的引領下，撰寫的研究成

果論文陸續被SCI期刊(Microelectronics Journal、IEEE Microwave and Wireless

Components Letters)等高難度的國際期刊及ICEET Conference接受並發表。專長為

設計射頻天線的陳永維，擁有「射頻生醫感測器」、「具有奈米結構之射頻生醫感測

器」的中華民國專利，以及「具有奈米結構之射頻生醫感測晶片」的美國專利，在專

業領域上表現相當優異。去年順利取得成大微電子工程所博士學位後，今年電通系主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20/03/20 15:25(2天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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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吳崇民也代表頒贈「校友楷模獎」。

陳永維回憶求學過程中，面對最大的挑戰並不是學業上問題，而是因為個性內向，在

面對人群報告時，他會感到非常緊張、害羞，導致敘述不暢通，在講專有名詞時，大

家都聽得一頭霧水。發現問題後，他換個方式報告，以影片為主，文字為輔，遇到有

興趣的人提問時再與他深度談話，或請教專業人士，逐漸走出自己的模式，讓他擁有

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將原本不熟悉的知識內化為自己的利器。

陳永維表示，因系上的鼓勵及指導老師的告誡，讓他改變讀書態度。老師當時問學

生：｢您想活到四、五十幾歲的時候，還在原地踏步嗎？想要跟別人過不一樣的生活，

就要比別人更加突出！」這段話有如當頭棒喝，讓他找到了目標，再也不是計算學分

求畢業的學生。

雖然陳永維目前仍在服兵役當中，但對於未來他感到充滿希望，因此，他想告訴學弟

妹：｢人生難免感到迷茫，但只要擁有目標，這個目標不一定要多偉大，重點是要自己

感興趣，願意去努力，遇到問題去詢問、解決，最終會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Kun Shan University：https://www.ksu.edu.tw/focusNews/detail/9550

訊息來源：崑山科技大學

本文含多媒體檔 (Multimedia files included)：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7021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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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新民高中大學繁星推薦表現亮眼

收聽

2020-03-23 發佈 常維鈞(常罡) 臺中

新民高中 繁星推薦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96%B0%E6%B0%91%E9%AB%98%E4%B8%AD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7%B9%81%E6%98%9F%E6%8E%A8%E8%96%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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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新民高中今年大學繁星推薦表現亮眼，錄取人數達45人，錄取率近七成，其中林
冠佑同學罹患僵直性脊椎炎，長時間服用藥物有嚴重頭暈、頭痛甚至是失眠的情形，非
常難受，這次錄取臺師大化學系，希望未來成為藥物研發人員，能幫助那些受病所苦的
人。
 
新民高中今年大學繁星推薦表現依然亮眼，錄取人數達45人，錄取率近七成，其中頂尖
醫科大學及國立大學錄取超過一半有23人，而繁星推薦中有12位是由雙語國中部直升
的同學，學校六年一貫的雙語課程設計讓他們奠定了扎實的學科及卓越的英語能力，並
以優異的在校成績，獨占鰲頭。
其中唐楙恒同學從小熱愛思考，數理能力特強，尤其是數學，上高中後為積極培養對數
學的敏感度和成就感，時常拿各種不同類型的數學問題考驗自己邏輯思考，並參加許多

新民高中大學繁星推薦表現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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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競賽，如AMC10、TMT臺灣中小學數學能力競賽、AMC12都獲得佳績，如願考上
成大數學。
許育瑋同學國中二年級時家道中落，正值青春期無法承受，也曾經有過自殺的念頭，還
差點被通報為中輟生。後來為了申請獎學金而參加了一場由紅十字會舉辦「受刑人家
屬」參與的活動，在那裡看到更多境遇更糟糕的人，激發了「要幫助別人！」希望能成
為一個政治人物，能夠為民服務，考上政大外交系，未來要雙主修法律系。
林冠佑同學國小二年級罹患僵直性脊椎炎，時常服用免疫抑制劑和消炎藥降低關節的疼
痛感，藥物的副作用總是讓我有嚴重的頭暈、頭痛甚至是失眠，在發病的初期非常難
受，因此種下想開發藥物來減輕身體不適的念想，希望透過臺師大化學系所學習建構的
知能，擔任藥物研發人員，能幫助那些受病所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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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成醫抗疫 扶輪社捐150萬
2020-03-22

 中區扶輪社與南中扶基金會，捐給成醫一百五十萬元防治武漢肺炎。

（記者陳銀全攝）

 記者陳銀全／台南報導

 台南中區扶輪社二十日晚間在大億麗緻召開例會，會中並由隸屬於中

區扶輪社的南中扶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捐贈四百七十萬元給生命協會等

單位；其中，捐贈成大醫院一百五十萬元做為武漢肺炎防治之用。

 中區扶輪社長林黑潮表示，包括副社長蔡長育、成大醫學院長沈延

盛、成醫院長沈孟儒等人參加例會。

 南中扶基金會董事長陳明輝表示，該基金會配合政府政策，於去年底

出清股票後，董事會通過捐出四百七十萬元給相關單位。其中，捐贈中

區扶輪社一百萬元、台南市生命協會一百萬元、成醫武漢肺炎防疫業務

一百五十萬元、台南市體育總會身心障礙運動委員會八十萬元、台南一

中本校清寒獎助學金或急難救助金四十萬元。另捐出南門路一房產，做

為中區扶輪社社館之用。

 捐贈成醫儀式，由陳明輝及林黑潮代表捐贈，沈延盛、沈孟儒等人代

表接受。會中並邀請成大臨床醫學研究所長劉秉彥，主講「二０二０與

武漢肺炎共舞」。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3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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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1站式服務」協助關懷性侵被害人 免受2度
傷害

台南市社會局結合醫療及檢警力量建置「1站式服務」，關懷保護性侵被害人。
（記者洪瑞琴翻攝）

2020-03-21 10:16:31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對於強制性侵案件，南市社會局結合檢警建立被

害人「一站式服務」，希望以政府力量介入，讓被害人獲得有力依靠，避免

再受2度傷害。

南市社會局家防中心統計，去（2019）年性侵害通報案件為669件，今年2月

間，台南即發生一起性侵害案件，該案嫌疑人犯後立即逃逸，當事人於事發

後請求親友協助報案，台南市警方接獲報案後，立即啟動性侵害被害人一站

式服務方案，整合醫療、檢警、社政單位，協助被害人到醫院完成驗傷，社

會局同時立即指派社工人員一同前往醫院調查與了解，避免被害人2次傷害，

而該案嫌疑人已在案發後隔日緝捕到案並聲押獲准，南市社會局也持續關懷

被害人。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3/21/3107557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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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社會局說，「1站式服務」就是由團隊成員共同來協助被害人，將驗傷採

證、筆錄訊問、心理支持與輔導等程序集中於醫療院所1次完成，除了可減少

被害人舟車勞頓、無所適從的身心困擾及壓力，更能讓被害人在醫院驗傷及

筆錄製作環境中，獲得安全、信任、隱密的協助。

目前台南市溪北地區有柳營奇美醫院、麻豆新樓醫院，溪南地區有成大醫

院、安南醫院、台南市立醫院，共設有5處性侵害一站式醫院，能夠就近提供

被害人溫馨專業的整合式服務。

南市社會局強調，台南市對於任何形式的暴力絕對「零容忍」，呼籲受害人

及家屬，若不幸發生性侵害事件，一定要勇敢求助，保護自己或家人，立即

撥打全國保護專線113或110，讓專業團隊做最強而有力的保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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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4月疫情能緩和？成醫院長：國人回
台、清明連假是關鍵

台南中區扶輪社所屬南中扶基金會捐助一百五十萬善款給成大醫學院、成大醫院
進行武漢肺炎防疫工作。（右三為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左二為成大醫學院院長
沈延盛）。（記者王俊忠攝）

2020-03-22 18:41:59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台南中區扶輪社所屬的南中扶基金會，決定配合

我國政府防疫政策，於去年底出清股票後經董事會通過，共捐出470萬元善款

給相關單位，其中150萬元捐助成大醫學院與成大醫院作為武漢肺炎防疫之

用。

台南中區扶輪社長林黑潮、南中扶基金會董事長陳明輝表示，此次捐出的善

款共470萬元，其中捐給台南中區扶輪社100萬元、南市生命協會100萬元、

成大醫學院與成大醫院配合防疫經費150萬元、南市體育總會身心障礙運動委

員會80萬元、台南一中清寒獎助學金或急難救助金40萬元；另捐出南門路1處

房產，作為中區扶輪社社館之用。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3/22/3108698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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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表示，目前觀察武漢肺炎疫情發展，可從最近各國開始

執行鎖國政策，住在國外的台灣人士相繼回國居家檢疫及4月初清明連假的國

人外出活動來看，如台籍回國人士居家檢疫兩週後發病不多；清明兒童節四

天連假，國人能減少室內群聚活動，若四月間疫情能緩和度過，台灣會比較

安全一些。

沈孟儒說，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的迄今全國有169病例、台南有8位武肺

病例，顯示國內多數縣市存在病例，「民眾勤洗手會比戴口罩更加重要」。

對於南中扶基金會捐助善款，成醫一定會善款善用在防疫作為上。

成大醫院臨床醫學中心主任劉秉彥則以人工智慧醫療如何運用在防疫上做說

明，他說，成醫防疫的超前部署作為，其實比中央疫情中心更超前，目標是

用智慧輔助，把病毒阻絕於境外，已在檢疫區設計運用平板電腦讓患者自行

輸入TOCC，減少醫護一再詢問的交互感染風險，患者使用平板後，院方會做

酒精、紫外線徹底消毒，縮短檢疫時間。成醫急診部也說需要平板供患者使

用，這些科學、專業作法一定是跟友軍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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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眼壓型⻘光眼 視⼒的可怕隱形殺⼿

▲成⼤醫院眼科部林宜皇醫師表⽰，⻘光眼⼀般公認病程進⾏是不可逆的，唯有早期

發現，早期治療，延緩視神經萎縮的進程，才能得以保留視⼒避免失明。（圖／記者

林悅翻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光眼」是視⼒的可怕隱形殺⼿，是全球成⼈失明第⼆⼤主因，⼀般認為⻑期眼壓

太⾼、壓迫視神經，就可能影響視⼒甚⾄逐漸失明，成⼤醫院眼科部林宜皇醫師提醒

指出，即使眼壓在正常範圍內，也可能會罹患「正常眼壓型⻘光眼」，這類患者仍可

觀察到典型的⻘光眼視神經病變，視⼒也可能隨時間慢慢喪失。

林宜皇醫師以⼀名50多歲張先⽣的例⼦說明指出，張先⽣是在全⾝健康檢查中發現視

神經萎縮⽽轉介⾄眼科⾨診，患者兩眼視⼒1.0，眼壓均正常，除⽼花眼外並無明顯眼

睛不適；但進⼀步接受眼底檢查、視野檢查與眼部光學同調斷層掃描檢查（OCT），

發現有⼸狀視野缺損與視神經損傷，確診為「正常眼壓型⻘光眼」。對此檢查結果，

張先⽣很困惑地詢問：「我過去眼壓都很正常，怎麼會得⻘光眼呢？」。

「正常眼壓型⻘光眼」的成因⽬前仍有爭論，林宜皇醫師表⽰，⽐較被接受的說法是

病患可能視神經⽐較脆弱，加上眼部⾎流不⾜，導致視神經受損。所以，若患有⾎管

異常相關疾病者，如⼼⾎管疾病、低⾎壓、過度使⽤⾼⾎壓藥物、凝⾎功能異常、偏

頭痛，睡眠呼吸中⽌症等患者，罹患「正常眼壓型⻘光眼」的⾵險相對較⾼。

林宜皇醫師指出，診斷⻘光眼最主要依據是確認視神經病變，因為⻘光眼患者視野通

常會發⽣缺損。但是，早期⻘光眼的視⼒不⼀定會變差，所以較難察覺，⽽等到視⼒

感到退化時，往往已經是疾病末期了。

由於⼤部分的⻘光眼患者無法察覺⾃⼰眼壓的⾼低，尤其是正常眼壓型⻘光眼的眼壓

正常，不會像急性⻘光眼突然眼壓升⾼⽽覺得噁⼼、頭痛、視⼒模糊與眼睛劇痛的症

狀，即便作了眼壓檢查也是正常的，診斷上會更加困難。因此，視神經檢查相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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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透過眼底鏡檢查視神經、視野檢查與光學同調斷層掃描分析視網膜神經纖維層厚

度及⿈斑部視網膜神經節細胞層厚度，可以更加早期發現是否為正常眼壓型⻘光眼。

林宜皇醫師指出，對於眼壓在正常範圍內的「正常眼壓型⻘光眼」患者，研究顯⽰將

眼壓再降低30％，⼤多數病⼈的視神經病變就不會再持續惡化。因此，使⽤⻘光眼藥

物讓患者眼壓降得更低，搭配⽣活習慣調整，平時均衡飲⾷、規律的有氧運動、不抽

菸，對罹患「正常眼壓型⻘光眼」的病⼈是有相當的助益。如藥物治療仍無法控制病

情，視神經仍持續萎縮，此時可考慮使⽤雷射或⼿術進⼀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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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宜皇醫師提醒民眾定期檢查視神經，守護靈魂之窗避免發生不可挽回

的遺憾。 (記者王勗翻攝)

 記者王勗／台南報導

 五十多歲的張先生於全身健康檢查中發現視神經萎縮，轉介至成醫眼

科就醫，張男兩眼視力1.0且眼壓均正常，除老花外並無眼睛不適的問

題。經成大醫院眼科醫師林宜皇進一步檢查，發現有弓狀視野缺損與視

神經損傷，確診為「正常眼壓型青光眼」。張男困惑表示自己過去眼壓

都很正常，怎會驟然確診青光眼？

 青光眼是全球成人失明的第二大主因，一般認為長期眼壓太高、壓迫

視神經，就可能影響視力甚至逐漸失明。醫師林宜皇指出，「正常眼壓

型青光眼」不同一般青光眼會因眼壓升高導致噁心、頭痛或眼睛劇痛的

症狀。患者等到視力感到退化時，往往已是疾病末期。

 診斷青光眼最主要依據是確認視神經病變，雖青光眼患者通常會發生

視野缺損，但早期青光眼的視力不一定會變差，也較難察覺。且大部分

的患者無法察覺自身眼壓高低，尤其「正常眼壓型青光眼」的眼壓正

常，即便進行檢查也難以診斷。

 「正常眼壓型青光眼」的成因現仍有爭論，一般多認為是因患者視神

經比較脆弱，加上眼部血流不足，導致視神經受損。而患有血管異常相

關疾病者，如心血管疾病、低血壓、過度使用高血壓藥物、凝血功能異

常、偏頭痛，睡眠呼吸中止症等患者，罹病的風險也相對較高。

 醫師林宜皇強調，青光眼的損傷一般是不可逆的，唯有早期發現、治

療，才能延緩視神經萎縮的進程，盡可能保留視力、避免失明。惟有透

過視神經檢查檢查視神經、視野或以光學同調斷層掃描分析視網膜神經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37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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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層厚度及黃斑部視網膜神經節細胞層厚度，提早發現潛在風險。如

透過藥物仍無法阻止視神經持續萎縮，則需考慮使用雷射或手術進一步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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