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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例 成大資工「寫程式」特殊選才考試辦法出爐
了

2019-10-17 18:16 聯合報 記者馮靖惠／台北即時報導

引發外界關注的成功⼤學資訊⼯程系109學年特殊選才「線上寫程式」招
⽣考試詳細辦法，近⽇出爐了，包含實作考試和個別⾯試，實作考試採取
「盡量」接近真實世界的軟體專案開發的模式，只有⼀⼤題，從早上9點
40分考到下午4點40分，午餐時間統⼀為中午12點10分⾄12點40分。
11⽉中旬會公布教學影⽚與投影⽚，考驗⾃學能⼒。書⾯審查成績占
20%，實體考試占80%。

根據簡章，考⽣須在指定的硬體設備中，⾃⾏安裝限定的開發環境。安裝
完畢後，主辦⽅提供考⽣初始程式碼，考⽣須照著主辦⽅提供的軟體需
求書，⾃⾏修改編寫程式完成軟體需求書中載明的需求。所有考試所需檔
案會預存於主辦⽅所提供的SD卡中。考試⽤硬體與SD卡由主辦⽅提供，
考後回收。考試當天有30分鐘的教學與⽰範。完成實體考試後，每位學⽣
須與⾯試官進⾏ 5 分鐘的個別⾯試。

成⼤資⼯系教授蘇⽂鈺表⽰，考試當天，開放部分網路供考⽣查資料⽤，
⽐ 較 符 合 現 代 程 式 開 發 的 模 式 。 考 ⽣ 也 可 以 帶 書 來 ， 也 就 是 Open
book。同樣為了符合現在程式開發，不會讓學⽣從零寫起，會提供起始
的程式碼，只不過會有⼀些錯誤與寫得不好之處需要修正。為了公平性，
有⼀張⽐序評分表，考⽣須按照順序⼀⼀解決問題，這是絞盡腦汁後教授
們取得的共識辦法。

考 試 辦 法 網 站 ：
http://www.csie.ncku.edu.tw/ncku_csie/announce/view/1213?
fbclid=IwAR0rvEl_0-
gRspxXtyfsdofkaCNcHLCHfUfmXxT0S08ad1VdROaiZ7p8C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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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學資訊⼯程系109學年特殊選才「線上寫程式」招⽣考試詳細辦法，近⽇出爐了，包含實作考

試和個別⾯試，11⽉中旬會公布教學影⽚與投影⽚。本報資料照⽚

面試﹒成功大學﹒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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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盃國際賽 成大土木奪二獎
2019-10-18

 成大土木系研究生楊博鈞（左起）、鄭駿達、徐浩翔、陳俊宏參加

「抗震盃」國際競賽奪二獎。（成大提供）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大土木系副教授朱世禹帶領EQ_LAB團隊參加今年「抗震盃─地震

工程模型製作國際競賽」，以「雙向滑軌之智慧型隔震消能裝置」在國

內外強敵環伺下，抱回研究生組二獎。

 「抗震盃─地震工程模型製作國際競賽」是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與英國文化協會共同舉辦，今年邁入第十九年。今年比賽於台北舉行，

分高中、大專與研究生組，共一百一十一隊五百多人。其中四十個隊伍

來自國外，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日本、香港及外僑學校學生等，研

究生組計廿隊。

 成大土木EQ_LAB參賽成員為鄭駿達、楊博鈞、徐浩翔、陳俊宏。鄭

駿達表示，比賽最刺激的是振動台測試，各隊的減震模型逐一放上振動

台接受測試，測試一關接一關進行，有些隊伍第一關便失敗收場。在重

力加速度測試時，成大團隊設定的破壞機制如預期啟動，而且獲得最高

分。

 朱世禹表示，地震防災教育需要不斷推動，成大土木系為進一步向下

扎根，除了與南大附小合辦「萌芽抗震盃」活動，還打算明年初以全國

高中生為對象，舉辦土木抗震盃營隊。未來也計劃與台南地區中小學結

合，落實防災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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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超展開：臺南四百年古地圖特展」

 2019.10.17　　 目擊新聞

「地圖超展開：臺南四百年古地圖特展」正在成功大學文學院歷史文物館展出到

10月25號，透過策展團隊的轉譯，讓平面的地圖語言，「超展開」活躍在觀者眼

前，將臺南四百年來古地圖的珍寶，以聽覺、視覺、觸覺等多層次的展示手法傳遞

介紹給大家。

這次展覽以「地圖之眼」、「地圖之手」、「地景與人群」、「地圖以後」、

「我們的地圖」五大展區，呈現古地圖脈絡下多元的臺南視角。展覽手法突破創

新，從策展規劃到展場設計製作，力求將原本「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紙本平面地

圖「打掉重練」，讓一般民眾也能輕易且輕鬆地看見古地圖「超展開」後的無限可

能。

「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一書收錄國內外共165張臺南古地圖，這次特展總結萃

取出地圖集精華，轉化為更有趣、更可親的展覽，是全方位瞭解透析臺南古地圖的

絕佳方式；另外，特展在「古」地圖基底下，以當代創「新」思維反思400年後的

臺南，由下而上呈現出由土地及常民所萌芽的公民運動如何與地圖結合，藉以展望

思索這塊土地的未來。

「地圖超展開：臺南四百年古地圖特展」在成大文學院歷史文物館展出時間為每

週二到週六的上午9點到下午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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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也可以改變農業！陳恆燈成大青創團隊開發無

人機造福農民｜土地的微笑｜EP19

科技也可以改變農業！陳恆燈成大青創團隊開發無人機造福農民｜土地的微笑｜EP19 - Yahoo奇摩新

聞

科技為民眾的生活帶來便利，而陳恆燈與成大青創團隊則是深信，科技也可以改變農業。他們不僅因地制

宜，設計更為輕量化、適合臺灣農地使用的無人機，協助農民在耕作上事半功倍之餘，更能夠有效進行數據

蒐集，讓臺灣智慧農業得以發展。

在農委會水保局的媒合之下，串聯年輕人的專業與農民的需求，共創無人機科技品牌；而他們不僅在農業業

師──斗南農會的蔡清德協助之下，引領更多農友使用無人機進行田間操作，更進一步生產「無人機米」，

以無人機進行品質監控，開創臺灣農業更多新的可能！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民視 5.6k 人追蹤

民視新聞網 2019年10月18日 上午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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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升了沒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上樑　預定2020啟用

國家實驗研究院與成功大學合作，在成大打造的半導體創新研發環境「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
台南基地」，10月16日舉行大樓工程上梁典禮，這也是雙方合作深耕半導體特色研究及擴大南北產
學研鏈結的重要儀式。大樓預定明年6月完工，將著重於跨域學科融合、半導體及奈米材料、生技醫
材等領域技術開發與應用，厚實科技研發基礎與高階人才培育。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位於成大力行校區，是一座包含兩棟建築物的綠建築，建
築總面積近千坪，2018年9月動土，預計2020年6月啟用並試營運，工程經費約1.5億元，未來內部
相關設備費用預估在10倍以上。

兩棟建築，一棟為地上4層、地下1層的半導體研究設施主體，包含與業界生產研究接軌的200坪高
規格半導體無塵室，35坪生醫光電核心設施檢測實驗室，將推動「前瞻性低耗能快速感測晶片」、
「下世代半導體製程」、「先進異質整合封裝」及「先進生醫微流體晶片」等技術服務平台。另一
棟為地上2層的綠色科技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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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樑典禮下午1時30分舉行，成大副校長蘇芳慶、國研院院長王永和共同主持並率成大研發長謝孫
源、電資學院院長許渭州、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主任葉文冠、日月光集團副總經理洪志斌等人上香
祝禱、進行鎖螺絲等儀式後，在樂聲與繽紛彩帶飄灑的喜慶氣氛下，將安裝於屋頂的最高處的鋼樑
緩緩上升，也意味著工程邁入最後階段。

蘇芳慶副校長致詞表示，綠能、智駕車、5G、AI等前瞻科技的發展，打造未來美好生活願景等，都
需要半導體。成大是完整的綜合型大學，師生素質一流，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設在
成大，義意重大。成大將與國研院合作，研發尖端半導體製程並培育人以備，提升半導體感測元件
的研究水準、維繫臺灣低碳綠能創新科技與生醫晶片的競爭力與優勢。 

王永和感謝成大支援「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台南基地」，他指出，半導體是國家經濟動脈，
也是重要的國防武器。國研院的價值在於做為基礎研究之助力、學研與產業之鏈結器。與成大合
作，可鏈結中南部產學研界研究能量與資源，創造價值，促進創新產業。未來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
究中心會持續強化核心能量、深耕優勢領域並結合在地特色，與中南部地區產學研等共同研發跨領
域的先進半導體技術。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臺南基地」鄰近台南後火車站，步行僅需10分鐘，藉由台鐵與高鐵的
接軌，基地可與中南部產學研界構成便利的研究生態圈，可說是新竹以南最能聚集研發能量的研發
基地與技術服務平台，是分享國家資源的最佳選擇。

台積電全球第一個3奈米製程新廠將設於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半導體製程跨入物理極限領域探索，國
研院與成大合作打造的「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臺南基地」，將與產業界合力發展3奈米甚至更
高等級的半導體製程相關技術、研發新穎材質的半導體材料、開發符合下世代人工智慧應用所需之
低耗能感測器，並藉此培育碩博士級高階人才。而在半導體技術應用至生醫研究上，將引入成大醫
學院、醫學中心、生科學院、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中心、生醫材料研究中心等研究團隊能量，開
發先進生醫微流體晶片、低耗能快速感測晶片等生醫研究，快速精準檢測疾病、細菌抗藥性等，為
民眾健康提供更好的保障，預料將對生醫研究與產業發展有所發揮與貢獻。

新聞來源：成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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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臺南基地上梁典禮
林佩瑩  2019-10-17

國家實驗研究院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打造的中南部半導體創新研發環境「國

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臺南基地」，於2019年10月16日舉行上梁典禮。本

典禮是為宣示雙方合作深耕台灣中南部半導體特色研究及擴大南北產學研鏈

結，以奠定台灣未來新興半導體領域研究發展與人才培育厚實基礎之重要儀

式。待大樓完工後，雙方將結合各自優勢，強化跨域學科融合，投入半導

體、奈米材料及生技醫材等領域的技術開發與應用，培育產學界所需之高階

人才。

「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臺南基地」之建置，係因應中南部產學界研究

群對半導體研究設施在遠距離研究鏈結與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殷切需求。國研

院秉持厚植學術研發及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精神，向成功大學提出合作建立

研究基地的構想，希望藉由成功大學深厚的產學鏈結底蘊，以及該校區交通

上的便利，打造一先進半導體技術服務環境。此案獲成功大學同意後，於

2018年9月動土，預計2020年6月啟用並試營運。

本基地設置於成功大學力行校區，是一座取得綠建築標章－舊建築改善類

(EEWH-RN)、包含兩棟建築物的綠建築。建築總面積近千坪，一棟為地上4

層、地下1層的半導體研究設施主體，另一棟為地上2層的綠色科技展示區。

半導體研究設施主體包含與業界生產研究環境接軌的200坪高規格半導體無塵

室，以及35坪生醫光電核心設施檢測實驗室，規劃推動「前瞻低耗能快速感

測晶片」、「下世代半導體製程」、「先進異質整合封裝」及「先進微流體

國研院王永和院長致詞

成功大學蘇芳慶副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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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晶片」等技術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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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臺南基地」鄰近台南後火車站，步行僅需10分

鐘，藉由輕軌與高鐵的接軌，本基地可與中南部產學研界構成便利的研究生

態圈，可說是新竹以南最能聚集研發能量的研發基地與技術服務平台，是分

享國家資源的最佳選擇。

國研院王永和院長表示，國研院的價值在於為基礎研究之助力、學研與產業

之鏈結器。透過與成功大學合作，雙方可以共同鏈結中南部產學研界研究能

量與資源，創造價值，進而創新產業。未來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會持

續強化核心能量、深耕優勢領域並結合在地特色，與中南部地區產學研單位

共同研發跨領域的先進半導體技術。

成功大學蘇芳慶副校長指出，大學是培育高階人才的場域，70%研發人才在

大學。成功大學是完整的綜合型大學，「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臺南基

地」的建置，除了整合國家資源、研發尖端技術，也將藉此訓練各大學院校

碩、博士生，培育學術界及產業界需求的高端技術人才，提升國內半導體感

測元件的研究水準，維繫台灣在低碳綠能創新科技與生醫晶片的競爭力及新

創競爭優勢。

在半導體製程跨入物理極限的領域探索，台積電全球第一個3奈米製程新廠將

設於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衍生應用的領域寬廣，從生技產業、人工智慧、智

慧製造到物聯網等。面對歐美日韓的強力競爭，台灣要在國際半導體領域持

續保持領先地位，必須要有更多的高科技人才投入。國研院與成功大學合作

打造的「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臺南基地」，將建立先進半導體研究環

境，與產業界合力發展3奈米以下世代的半導體製程相關技術、研發新穎材質

的半導體材料、開發符合下世代人工智慧所需之低耗能感測器，並藉此培育

碩博士級半導體高階人才。

而在半導體技術應用至生醫研究上，「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臺南基

地」將引入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中心、生科學院、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

中心、生醫材料研究中心等研究團隊能量，開發先進微流體生醫晶片、低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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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快速感測晶片等前瞻生醫技術，應用於快速精準檢測疾病、細菌抗藥性

等，為民眾健康提供更好的保障，預料將對生醫研究與產業發展有所發揮與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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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閃！幸福感到底在哪？ 成⼤研究：⼤腦「看得到」

撰文 | 林依榕

分類 | 健康

日期 | 2019-10-17 17:54

吃到想吃的火鍋、拿到優渥的紅包、分隔在兩地的他終於回國、思念已

久的人突然出現在自己眼前，這些幸福微小卻又如此真實，讓人感到期

待、心動、驚喜等等情緒，但你知道嗎，人在身處幸福的時候，其實你

的大腦正在悄悄發光！

成大心智影像研究中心暨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團隊，招募約20名受試者，透

過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進行大腦造影時發現，以一次一張的方式觀看如

母親親吻嬰兒、工作、結婚、一家人在海邊散步等圖片，並按鍵回答圖片

「讓你覺得多幸福?」研究中發現，當人們感到幸福時，大腦某個腦區會出現

同心圓的血流反應，其中又屬與人互動的幸福感高於個人成就。

「助⼈為快樂之本」	⼤腦產⽣強烈幸福感



2019/10/18 覺得受委屈、被欺負...都不是你的問題！其實是大腦的「這個」開關壞掉了... - 今周刊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51139/post/201909170017/覺得受委屈、被欺負...都不是你的問題！其實是大腦的「這個」開… 2/2

團隊發現，個人型的幸福如同比賽獨得冠軍，大腦中同心圓擴散的影像核心

區比較亮；而與他人相關的幸福感如母親親吻子女、三代同堂，亮區離核心

較遠，但範圍較大，推論幸福感可以從「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來切入，

也說明了為何「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童年建⽴的幸福	有助排解低潮期

一般來說，工作、愛情兩得意或者事事順利的人，相較於諸事不順的人來說

應該還滿幸福的吧？不過現實是，即使處在相同狀況下，有些人覺得幸福、

有些人卻感受不到；幸福感的建立其實是從小開始，舉例來說，飢餓對一個

幼童來說不是一個挺愉快的感受，若母親此時給甜食緩解，大腦會自動建立

起甜食與幸福感的神經化學鏈接。「童年的幸福感建立起來往往會影響人很

久。」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成人在處於負面情緒時，都會想吃童年喜愛的食物

獲得安慰。

幸福不靠別⼈！⾃⼰的幸福⾃⼰找

運動會帶給人正面影響已經是老生常談，但45天內不斷重複這個行為內化成

習慣，必須要靠自我的耐心及意志力。除了運動之外，其實也可以透過自己

有激情、有動力的事情，保持與親朋好友的聯繫，或是對自己的生活有個明

確的目標，進行調整並尋找對生活的掌控感，也是能夠增進幸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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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研究:感覺幸福時 大腦會發亮

華視新聞 黃昱賦 劉漢生 榮昊北 台南報導  / 台南市

我說我覺得很幸福，是真的假的？有多幸福？最多、你只能從我的情緒或肢體語言

去感受，但台南成大研究團隊、現在透過科學方法，讓幸福感看得見！他們利用磁

振造影，如果感受到幸福，大腦中相關的腦區、就會有發亮的反應，這項成果還登

上國際學術期刊。

幸福感這個名詞，有一點抽象，最多只能從別人的情緒或肢體語言感受到，但成大

研究團隊，卻是透過科學方法，讓幸福感直接看的見，利用磁振造影，如果大腦中

相關的腦區發亮，就代表出現了幸福的反應，這項特殊研究成果還登上十月發行的

國際學術期刊。

笑得燦爛，奮力一跳，俗女養成記裡的陳嘉玲，開心到爆炸，畫面中能夠感受到他

們的幸福，但通常都只能透過臉部表情、，或是肢體動作來猜測，不過現在幸福不

幸福，竟然能夠透過科學方法，直接被看見，成功大學透過磁振造影儀進行大腦造

影，讓幸福在大腦中被看見。

成大心理系副教授 龔俊嘉說：「現在就是說受試者躺在裡面，就會有一個圖像出

現在裡面，然後我們在這邊等一下會呈現給他看一些視覺刺激，然後你會看到 螢

幕會呈現他的 受試者會看到，然後受試者的視覺區就會有反應」。

成大心理系副教授 龔俊嘉說：「我們可以透過客觀的一種影像 去告訴說，你知道

這個時候，你幸福的時候反應會在這些地方」。

研究團隊發現，當接受測試的人感覺幸福時，大腦和自我概念最有關的兩個腦區會

各自發亮，個人型的幸福感核心區比較亮，他人相關的幸福感則是離核心比較遠，

範圍也比較大，這項研究成果，登上十月發行的國際學術期刊，團隊未來也將嘗試

研究不同族群，不同年紀對幸福的反應是否也有所不同。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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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安現場-幸福感原來可以看得到！成功大學心智影像研究中心、心理系副
教授龔俊嘉和他的研究團隊，透過磁振造影進行大腦造影，結果發現當人們
覺得幸福的時候，大腦裡面的某部份區塊，就會由內而外的出現血流反應。

播出時間: 2019-10-18 07:00 夏治平

幸福感，大腦看得到！研究發現，看到他人幸福時，自己會更快樂！體
會 家人幸福的快樂，大於畢業、中獎等個人感受。

讚 0 分享

國立成功大學心智影像研究中心、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與研究團隊針對幸福感進行研
動得到的幸福感區塊，與自我幸福感呈現區塊有所不同。(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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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心智影像研究中心、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與研究團隊針對幸
福感進行研究，發現與他人互動得到的幸福感區塊，與自我幸福感呈現區塊
有所不同。(成大提供))

連線龔俊嘉副教授，介紹這個有趣的發現。龔俊嘉表示，當人們感到幸福的
時候，大腦中跟自我概念最相關的兩個區塊，會出現由內(自我)向外(他
人)，以同心圓方向擴展的血流反應。這就是幸福感！而且與人互動產生的
幸福感，高於個人自我經驗的幸福感。例如，三代同堂、助人所帶來的幸福
感，大於畢業、登山攻頂甚至中獎的幸福感。不分年輕或是年老，為愛付出
帶來的愉悅幸福，更是許多人共同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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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心智影像研究中心、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

(國立成功大學心智影像研究中心、心理系副教授龔俊嘉(中)，與研究團
隊。(成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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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看會著 成大研究刊踮國際期刊

幸福感看會著咧？佇咧成大的研究中心團隊，透過"核磁攝影"共大腦翕相，發現大腦內底
佮"自我概念"上有關係的區域，若看著血流的方向是倒紡咧走，是會予人產生，幸福的感
覺。這項研究成果，也發表佇國際學術期刊頂面。

====
你如果沒有幸福感就按一(紫色的)
我們有四個案件很幸福

跟很不幸福

大部分中性圖片 一點都沒有幸福

仔細介紹這次研究相關的幸福感指數，可以看見越是與人互動的測驗，幸福感數值就越高。

成大心智影像研究中心團隊，近期找到20位民眾做實驗，透過"磁振造影"進行大腦造影，發
現人只要有幸福感，大腦中"自我概念"最相關的兩個腦區會出現內向外、以同心圓方向擴展
血流反應，幸福感愈高，共振頻率也愈大，而這項研究成果，也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

==成大心理系副教授 龔俊嘉==
在一般看到就是他們血流量

在這段時間 呈現圖片的時間
就會發現活化反應

神經活化會導致

血流量的變化

另外，成大團隊更發現，自我的幸福感，就像是比賽得冠軍等是，核心區會比較亮，但是與

2 0 1 9年1 0月1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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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相關的幸福感，像是母親親吻子女、三代同堂等，亮區離核心較遠，但範圍較大，從這

也推測出與人互動產生的幸福感，高於個人功成名就的幸福感。

==成大心理系副教授 龔俊嘉==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年輕人本來就已經知道說

我們會以為老年人

會比較是那個很幸福

然後年輕人覺得自我成就才幸福

可是後來發現到

其實年輕人也覺得

未來親人或是你在乎的人

幸福也是很幸福

成大團隊說，幸福感一出現，大腦的血流影像會以同心圓方式擴散，就像人際關係一樣，以

自我為圓心，親疏關係向外推展。

因此這次的研究，也說明了人們為何會做一些讓"自己在乎的人"快樂、開心的事，更說明
了"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團隊未來也將嘗試研究不同族群、不同年紀與人生階段的幸
福。

記者 溫正衡 台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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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幸福"腦區發亮 成大研究登國際期刊
影像呈同心圓擴散 與個人相關"核心較亮"
大腦"看見幸福感" 未來研究年齡反應差異

2019-10-18 (/news/catlist.asp?NewsDay=2019%2F10%2F18)  政治新聞
(/news/catlist.asp?cat=A)

幸福在哪裡，讓大腦告訴你！每個人的幸福感都不同，只能意會，不能

言傳，但現在成功大學心智影像研究中心暨心理系團隊，竟然透過磁振

造影儀，就可以讓幸福在大腦中被看見，這項研究成果並且發表在國際

學術期刊上。 

不少民眾起了大早，到公園甩甩手 散步運動，用著愉快的心情開啟一

天生活。三五好友 成群結隊，在校園各處留下美好足跡，這些簡單美

好的小確幸，在神體的大腦都能被看見。幸福一向只能意會，不能言

傳，但成大竟透過 磁振造影儀 進行大腦造影，讓幸福在大腦中被看

見，而研究團隊發現，當受試者感覺幸福時，大腦和自我概念最有關的

2個腦區會各自發亮，影像以同心圓的方式擴散，其中個人型的幸福

感，核心區比較亮，他人相關的幸福感則是離核心比較遠，範圍也比較

 

讚 0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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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這項研究成果，登上十月發行的國際學術期刊，團隊未來也將嘗試

研究不同族群，不同年紀對幸福的反應是否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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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時中部長到成大醫學中心演講。

衛福部陳時中部長談健康與社福政策與未來職場相關 成大
醫學院學生興味濃

孫宜秋／南市

2019/10/18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衛生福

利部陳時中部長15日在成大醫學院，

於課後時間以「健康前景，集眾創

福」主題，向師生演講，說明衛福部

當前的3大政策主軸方向，包括：優

化醫療環境、發展長期照護、完善社

會福利，他期待公私協力、相互合

作、集結眾人力量，來共創衛福的願景。

由於演講內容與醫學院各系所學生未來的職涯環境習習相關，讓不少學生下課後

仍留下來聽講，希望對未來的職業規劃能有所助益。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表示，

醫學院培養的醫事專業人員是支持及執行衛生福利部照顧全民健康政策的人才，應

該了解與支持衛福部的相關政策規劃與執行，所以特別邀請陳時中部長舉行這場演

講。同時，學生們也可以藉此機會，了解醫療現在的環境生態與未來展望，作為未

來職業規劃的參考。

陳時中部長在演講提到臺灣目前醫療產業的現況，以及衛福部的因應政策，如：

因為民眾健康意識的抬頭，使得健保醫療使用量增加，也有人力缺口，加上健保使

得醫療的可近性及便利性都很高，造成輕病排擠重症，醫事人員的工作量上升；為

此，衛福部積極推動分級醫療，並配合推廣健康資料自主管理，以及專科培訓，來

改善問題。

而因為醫療工作性質特殊，造成平均工時過長、急診壅塞、五大科人力流失等問

題，衛福部提出了工時保障與多元調處方式，來保障醫護人員的權益。醫療糾紛爭

議，以及醫療暴力危及執業安全，則透過修法來改善。

 陳時中部長在醫療照護上也提到消除C肝的計畫，不僅在推行山地型原鄉C型肝

炎完治試辦計畫，並把C肝全口服新藥納入健保給付，總共有超過4萬名病人受

惠，治療成功率更平均達到97.5%。

其他像是有關細胞治療的再生醫療，衛福部建構了管理制度，保障病人安全及醫

療品質，也促進生技研發與產業發展。還有強化緊急醫療後送的量能，包括船運、

空運，也有遠距會診平臺的建置。

臺灣已是高齡化社會，長照服務也成為衛福部當前另一政策要項，一樣需要整合

醫療院所的資源，往社區布建，以提供居家服務、社區化的日間照顧、喘息服務

等。衛福部加強了人力培育，也提升照服務員的待遇，為提升長照服務能量加油。

而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兒少育養、醫療及保護，以及社會安全網的強化，是衛福

部的2項施政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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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健康前景 陳時中成醫開講
2019-10-18

衛福部長陳時中到成大醫學院演講，說明當前的長照醫療等重大政

策。（成大醫學院提供）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到成大醫學院，以「健康前景，集眾創福」主

題，向師生說明衛福部當前的三大政策主軸方向。包括優化醫療環境、

發展長期照護、完善社會福利，期待公私協力合作、集結眾人力量，共

創衛福的願景。由於演說內容也與未來職場相關，吸引不少學生參加。

陳時中說，台灣民眾健康意識抬頭，使得健保醫療使用量增加，加上

健保使得醫療的可近性及便利性都很高，造成輕病排擠重症，醫事人員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3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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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量上升。為此，衛福部積極推動分級醫療，並配合推廣健康資料

自主管理，以及專科培訓，來改善問題。由於醫療工作性質特殊，造成

平均工時過長、急診壅塞、五大科人力流失等問題，更提出工時保障與

多元調處方式，來保障醫護人員的權益。

陳時中在醫療照護上也提到消除Ｃ肝計畫，不僅在推行山地型原鄉Ｃ

型肝炎完治試辦計畫，並把Ｃ肝全口服新藥納入健保給付，共有四萬多

名病人受惠，治療成功率達到九成七五。

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表示，醫學院培養的醫事專業人員是支持及執

行衛生福利部照顧全民健康政策的人才，有必要了解相關政策規劃與執

行，所以特別舉辦這場演講；學生們也可以藉此機會，了解醫療現在的

環境生態與未來展望，作為未來職業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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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陳時中部長 成大醫學院談健康與社福政
策

▲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受邀在成大醫學院以「健康前景，集眾創福」主題，向師生演講。（圖

／記者林悅翻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在成大醫學院於課後時間，以「健康前景，集眾創福」主

題，向師生演講，說明衛福部當前的三大政策主軸方向，包括：優化醫療環境、發展

長期照護、完善社會福利，他期待公私協力、相互合作、集結眾人力量，來共創衛福

的願景。

這場演講內容與醫學院各系所學生未來的職涯環境習習相關，讓不少學生下課後仍留

下來聽講，希望對未來的職業規劃能有所助益。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表示，醫學院

培養的醫事專業人員是支持及執行衛生福利部照顧全民健康政策的人才，應該了解與

支持衛福部的相關政策規劃與執行，所以特別邀請陳時中部長舉行這場演講。同時，

學生們也可以藉此機會，了解醫療現在的環境生態與未來展望，作為未來職業規劃的

參考。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5%9C%B0%E6%96%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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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時中部長在演講提到，台灣目前醫療產業的現況，以及衛福部的因應政策，如：因

為民眾健康意識的抬頭，使得健保醫療使用量增加，也有人力缺口，加上健保使得醫

療的可近性及便利性都很高，造成輕病排擠重症，醫事人員的工作量上升；為此，衛

福部積極推動分級醫療，並配合推廣健康資料自主管理，以及專科培訓，來改善問

題。

而因為醫療工作性質特殊，造成平均工時過長、急診壅塞、五大科人力流失等問題，

衛福部提出了工時保障與多元調處方式，來保障醫護人員的權益。醫療糾紛爭議，以

及醫療暴力危及執業安全，則透過修法來改善。

陳時中部長在醫療照護上也提到消除C肝的計畫，不僅在推行山地型原鄉C型肝炎完治

試辦計畫，並把C肝全口服新藥納入健保給付，總共有超過4萬名病人受惠，治療成功

率更平均達到79.5％。

其他像是有關細胞治療的再生醫療，衛福部建構了管理制度，保障病人安全及醫療品

質，也促進生技研發與產業發展。還有強化緊急醫療後送的量能，包括船運、空運，

也有遠距會診平臺的建置。

陳時中部長說，台灣已是高齡化社會，長照服務也成為衛福部當前另一政策要項，一

樣需要整合醫療院所的資源，往社區布建，以提供居家服務、社區化的日間照顧、喘

息服務等。衛福部加強了人力培育，也提升照服務員的待遇，為提升長照服務能量加

油。而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兒少育養、醫療及保護，以及社會安全網的強化，是衛

福部的2項施政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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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對於骨鬆症普遍存在三種迷思：有補鈣就好、勞動當運動、有運動就好。（圖／

Pixabay）

行萬步竟骨鬆 增加骨密度要這樣動
中時電子報 康健雜誌 、 杜欣穎21:50 2019/10/17

一名任職於科技公司的粉領族，因工作關係，必須在廠房中走動，每天少說超過8千步，

加上平常偶爾有吃鈣片，自認不會骨質疏鬆。有一次下樓時踩空，造成脛骨骨折，檢測

後發現骨密度經然低於同年齡30％。

成大醫院家庭醫學部主治醫師吳至行表示，一般人對於骨鬆症普遍存在三種迷思：有補

鈣就好、勞動當運動、有運動就好。他強調大家採取233行動方程式的概念，打破錯誤認

知。

迷思一：有補鈣就好

吳至行醫師指出，攝取鈣質並不是有就好，重點在於攝取的「量」跟「效率」。美國國

家健康研究院（NIH）建議，一般成人每天最少要攝取1000毫克的鈣質，而根據2013年

「國民健康狀況變遷調查」指出，19~64歲族群中，有98％的成人鈣質攝取不足，建議

可以透過優質蛋白質（豆類、白肉）、青菜、牛奶、等食物取得鈣質。

補鈣效率，是指鈣質的吸收度。人體鈣質吸收並非百分之百，有高達6成的鈣質無法被人

體吸收，主要原因包括體質、營養素缺乏協同作用（維生素礦物質之間需要彼此合作才

能完成催化作用），以及與高油高鹽的不正確飲食習慣。

人體在吸收鈣質的過程中，需有維生素D3、鎂、鉀、磷、鋅等營養素一起作用，否則鈣

質無法被人體吸收。而高油、高鹽的食物則會在體內與膽汁作用進行皂化反應，將鈣質

包覆住，影響鈣質吸收。

迷思二：勞動當運動

當醫生問病人有否運動，都回答：工作上有走路、上下班有走路。但這些都是勞動當成

運動，就像任職科技公司的粉領族一樣，總認為在廠房走動就算是運動。吳至行醫師強

調，一般走路無法增加骨密度，唯有將速度維持在每小時5.4公里~6公里之間，才能有效

增加骨密度，大部份的民眾並未達此標準。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972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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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三、有運動就好

想預防骨質疏鬆，並不是有運動就好，還必須要考量到「運動頻率」跟「運動型式」。

很多人平常上班不運動，假日才集中火力，這樣的方式不但無助於預防骨鬆，還有可能

讓肌肉、骨骼或關節受傷。還有些人只做單一運動，像是：只練太極拳、只做重量訓

練、只有跑步等，結果練來練去，就只有使用到某些肌肉。這些都不是正確的運動方

式，只可說是「窮忙」。

迷思整理。（圖片來源：康健雜誌）

為了協助民眾更容易預防骨質疏鬆，吳至行醫師提出233行動方程式的口號：

２：攝取的營養素要包括「鈣質」跟「維生素D3」2種。

３：每天30分鐘運動時間。給自己最少30分鐘時間運動，養成每天定量運動的好習慣。

３：結合3種以上的運動模式。不要只做某些運動，應該要結合不同運動型態，像是：有

氧運動、重量運動跟柔軟運動，才能真正預防骨鬆。

面對骨質疏鬆患者日漸增加，吳至行醫師呼籲民眾，透過落實233行動方程式，才可以增

加骨密度，減少骨質疏鬆症危機。

早餐飲品注意！長期規律地喝茶能降低骨折風險　但加上「它」恐影響骨密度

喝咖啡會「骨鬆」？　研究告訴你影響骨密度的真正關鍵

避免骨折，比補鈣更重要的事

散步時加入4招，鍛鍊骨骼、提升骨密度

骨折開刀後可以吃什麼補身體？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1970&utm_source=chinatimes&utm_medium=referral&utm_campaign=chinatimes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3322&utm_source=chinatimes&utm_medium=referral&utm_campaign=chinatimes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2965&utm_source=chinatimes&utm_medium=referral&utm_campaign=chinatimes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1992&utm_source=chinatimes&utm_medium=referral&utm_campaign=chinatimes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67451&utm_source=chinatimes&utm_medium=referral&utm_campaign=china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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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本文由《康健雜誌》授權報導，未經同意禁止轉載，點此查看原始文章

(中時電子報)

#運動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3093&utm_source=chinatimes&utm_medium=referral&utm_campaign=chinatimes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9%81%8B%E5%8B%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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