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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醫療照護中心揭牌儀式。

成大醫院高齡醫療照護中心揭牌 提供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
孫宜秋／南市

2020/6/2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大醫

院於2020年6月1日，於門診大樓3樓

之「高齡醫療照護中心」舉行揭牌儀

式，該中心藉由整合院內外高齡照護

相關的跨專業資源，提供周全性老年

醫學評估，也為未來的老人醫院熱

身。

 設於門診大樓3樓高齡醫學部門診旁的「高齡醫療照護中心」，入口即有明亮設

計的入口意象標示，在掛號服務櫃台配備有大字體的掛號儀表板、電子血壓計及電

動身高體重測定儀，內部設有衰弱肌少症及跌倒風險評估檢測區，以現代化儀器設

備檢測四肢肌肉及脂肪含量等身體組成、電子握力計檢測雙手握力，及方便坐輪椅

高齡者量測體重之輪椅體重計；此外，由跨專業的高齡醫事人員提供的高齡諮詢門

診，有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門診整合照顧諮詢及高齡藥師諮詢等完整服務。

 高齡醫學部盧豐華主任表示，台灣人口結構快速老化，高齡長輩常因多重疾病、

疾病症狀表現不典型、疾病間的交互影響、多重用藥、看多科醫師、跌倒及功能退

化的失能衰弱等問題，進而降低自尊與生活品質，並顯著增加死亡的風險及健保資

源的頻繁使用，亟需有周全老年健康評估、衰弱肌少症的評估及跨專業合作照護，

因此推動設立「高齡醫療照護中心」。

 揭牌當日現場安排有高齡個案管理師及運動指導員，分別示範周全性老年醫學評

估、高齡體適能，與肌少症及跌倒風險檢測示範，同時說明身體組成成分的檢測，

讓與會者了解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提供的高品質高齡醫療周全性照護服務，也為成

大醫院未來老人醫院服務熱身。

 成大醫院自創院以來就對高齡照護非常重視，於1988年6月開院之初就於內科部

規劃設置老年科，並於1999年成立老年科病房，提供符合高齡者需要的整合住院

照護服務；2017年開始在老年科門診提供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諮詢服務。

 有鑑於高齡照護的殷切需求，在向來關心老年醫學發展的韓良誠教授（成大醫學

系兼任教授）的協助下，成大醫院積極規劃老人醫院的設立，並於2019年2月1日

成立高齡醫學部負責高齡照護制度的建立、人才的培育與老年醫學教育的推展等，

同年8月起於門診大樓3樓開立2個高齡醫學門診，並運用同樓層寬敞空間規劃高齡

醫療照護中心，以便長輩看診時就近接受評估與處置。

 盧豐華主任指出，在完成高齡醫療照護中心建置後，未來將朝下列方向努力：

（一）配合國家政策，積極提升高齡醫學門診服務量能與品質，並建立友善的高齡

照護制度，以因應超高齡社會之醫療需求；（二）健全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與跨專業

高齡照護人員訓練辦法，培育優質跨專業高齡照護服務人才；（三）規劃高齡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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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管理系統，建構連續性與跨專業的服務流程，兼顧品質改善與成本控制；

（四）發展高齡者相關智慧醫療，並強化高齡醫學部研究能量，培育高齡醫學研究

人才。

 盧豐華主任表示，成大醫院透過老年醫學專科醫師的專業與跨領域的高齡專業團

隊合作，以一站式服務提供周全性老年評估與後續照護計畫介入，可以全面了解高

齡長者在生理、心理、社會、經濟及功能上的問題，進而擬定整體性的照顧與治療

計畫，幫助長輩除改善整體健康狀態外，也提升日常生活活動功能，以預防及延緩

疾病所導致的失能，並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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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高齡醫療照護中心 揭牌
2020-06-02

成醫「高齡醫療照護中心」揭牌，院方秀出醫療團隊堅實陣容。（記者

葉進耀翻攝）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成大醫院「高齡醫療照護中心」一日揭牌，強調透過老年醫學專科醫

師的專業，與跨領域的高齡專業團隊合作，以一站式服務提供周全性老

年評估與後續照護計畫介入，全面了解高齡長者在生理、心理、社會、

經濟及功能上的問題，並擬定整體性的照顧與治療計畫。

 高齡醫療照護中心設於門診大樓3樓高齡醫學部門診旁，掛號服務櫃

台提供大字體的掛號儀表板、電子血壓計及電動身高體重測定儀。內部

設有衰弱肌少症及跌倒風險評估檢測區，以現代化儀器設備檢測四肢肌

肉及脂肪含量等身體組成、電子握力計檢測雙手握力，及方便坐輪椅高

齡者量測體重之輪椅體重計。高齡諮詢門診則包括周全性老年醫學評

估、門診整合照顧諮詢及高齡藥師諮詢等服務。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8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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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成醫高齡醫學部主任盧豐華（右3）領軍的高齡醫療照護中心，舉

行揭牌儀式。（記者葉進耀翻攝）

 高齡醫學部主任盧豐華表示，台灣人口結構快速老化，高齡長輩常因

多重疾病、疾病症狀表現不典型、疾病間的交互影響、多重用藥、看多

科醫師、跌倒及功能退化的失能衰弱等問題，進而降低自尊與生活品

質，並顯著增加死亡的風險及健保資源的頻繁使用，亟需有周全老年健

康評估、衰弱肌少症的評估及跨專業合作照護，因此推動設立「高齡醫

療照護中心」，也為未來老人醫院服務熱身。

 盧豐華說，成醫老年醫學專業和跨領域的高齡專業團隊合作，以一站

式服務提供周全性老年評估與後續照護，幫助長輩改善整體健康狀態

外，也提升日常生活活動功能，以預防及延緩疾病所導致的失能，並可

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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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高齡醫療照護中心揭牌　一站式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

亞太新聞網 ATA News

2020年06月01日 19:24

▲成大醫院「高齡醫療照護中心」揭牌儀式。(Film/記者吳玉惠拍攝)

【亞太新聞網/記者吳玉惠/台南報導】

成大醫院於2020年6月1日，於門診大樓3樓之「高齡醫療照護中心」舉行揭牌儀式，該中心藉由整合院內外高齡照護相關的跨專業資

源，提供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也為未來的老人醫院熱身。

▲成大醫院於2020年6月1日，於門診大樓3樓之「高齡醫療照護中心」舉行揭牌儀式。(圖/記者吳玉惠拍攝)

成大醫院設於門診大樓3樓高齡醫學部門診旁的「高齡醫療照護中心」今(1)日揭牌正式啟用，入口設計有明亮的入口意象標示，在掛

號服務櫃台配備有大字體的掛號儀表板、電子血壓計及電動身高體重測定儀，內部設有衰弱肌少症及跌倒風險評估檢測區，以現代化

儀器設備檢測四肢肌肉及脂肪含量等身體組成、電子握力計檢測雙手握力，及方便坐輪椅高齡者量測體重之輪椅體重計；此外，由跨

專業的高齡醫事人員提供的高齡諮詢門診，有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門診整合照顧諮詢及高齡藥師諮詢等完整服務。

https://www.atanews.net/www.atanew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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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醫療照護中心揭牌儀式。(圖/記者吳玉惠拍攝)

高齡醫學部盧豐華主任表示，台灣人口結構快速老化，高齡長輩常因多重疾病、疾病症狀表現不典型、疾病間的交互影響、多重用

藥、看多科醫師、跌倒及功能退化的失能衰弱等問題，進而降低自尊與生活品質，並顯著增加死亡的風險及健保資源的頻繁使用，亟

需有周全老年健康評估、衰弱肌少症的評估及跨專業合作照護，因此推動設立「高齡醫療照護中心」。

▲高齡醫療照護中心揭牌儀式。(圖/記者吳玉惠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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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揭牌儀式現場安排有高齡個案管理師及運動指導員，分別示範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高齡體適能，與肌少症及跌倒風險檢測示

範，同時說明身體組成成分的檢測，讓與會者了解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提供的高品質高齡醫療周全性照護服務，也為成大醫院未來老

人醫院服務熱身。

▲患者接受身體組成分。(圖/記者吳玉惠翻攝)

成大醫院自創院以來就對高齡照護非常重視，於1988年6月開院之初就於內科部規劃設置老年科，並於1999年成立老年科病房，提供

符合高齡者需要的整合住院照護服務；2017年開始在老年科門診提供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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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接受藥師諮詢。(圖/記者吳玉惠翻攝)

有鑑於高齡照護的殷切需求，在向來關心老年醫學發展的韓良誠教授(成大醫學系兼任教授)的協助下，成大醫院積極規劃老人醫院的

設立，並於2019年2月1日成立高齡醫學部負責高齡照護制度的建立、人才的培育與老年醫學教育的推展等，同年8月起於門診大樓3

樓開立2個高齡醫學門診，並運用同樓層寬敞空間規劃高齡醫療照護中心，以便長輩看診時就近接受評估與處置。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tIl15E6Ncc&feature=emb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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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風險評估檢測區。(圖/記者吳玉惠翻攝)

盧豐華主任指出，在完成高齡醫療照護中心建置後，未來將朝下列方向努力：（一）配合國家政策，積極提升高齡醫學門診服務量能

與品質，並建立友善的高齡照護制度，以因應超高齡社會之醫療需求；（二）健全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與跨專業高齡照護人員訓練辦

法，培育優質跨專業高齡照護服務人才；（三）規劃高齡醫學個案管理系統，建構連續性與跨專業的服務流程，兼顧品質改善與成本

控制；（四）發展高齡者相關智慧醫療，並強化高齡醫學部研究能量，培育高齡醫學研究人才。

盧豐華主任表示，成大醫院透過老年醫學專科醫師的專業與跨領域的高齡專業團隊合作，以一站式服務提供周全性老年評估與後續照

護計畫介入，可以全面了解高齡長者在生理、心理、社會、經濟及功能上的問題，進而擬定整體性的照顧與治療計畫，幫助長輩除改

善整體健康狀態外，也提升日常生活活動功能，以預防及延緩疾病所導致的失能，並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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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高齡醫療中心揭牌 老人就醫一站式服務

2020-06-01 23:57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報導

台灣人口結構快速老化，成大醫院昨天成立「高齡醫療照護中

心」，未來將以一站式服務，提供老年評估與後續照護計畫，

全面了解高齡長者在 生理、 心理、社會 、經濟及功能 上 的問

題，擬定整體性的照顧與治療，也為未來 的「老人醫院」熱

身。

成 大高齡醫療照護中 心昨天揭牌，希望給高齡長者更 好 的照顧與治療。記者修瑞瑩／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7%81%A3%E4%BA%B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0%81%E5%8C%96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E9%86%AB%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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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醫學部主任盧豐華表示，高齡長輩常因多重疾病或疾病症

狀表現不典型，會多重用藥、看多科醫師，跌倒及功能退化的

失能衰弱等問題，也降低自尊與生活品質，增加死亡風險及健

保資源的頻繁使用。

盧豐華表示，設立中心擬定整體性的照顧與治療計畫，幫助長

輩除改善健康狀態外，也提升日常生活的功能，預防及延緩疾

病所導致的失能，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高齡醫療照護中心設於門診大樓3樓高齡醫學部旁，在掛號服

務櫃台配備有大字體的掛號儀表板、電子血壓計及電動身高體

重測定儀。

內部設有衰弱肌少症及跌倒風險評估檢測區，以現代化儀器設

備檢測四肢肌肉及脂肪含量等身體組成、電子握力計檢測雙手

握力，及方便坐輪椅長者量體重的「輪椅體重計」。

此外，由跨專業的高齡醫事人員提供的高齡諮詢門診，有周全

性老年醫學評估、門診整合照顧諮詢及高齡藥師諮詢等完整服

務。

院方昨天也安排高齡個案管理師及運動指導員，分別示範周全

性老年醫學評估、高齡體適能，還有示範肌少症及跌倒風險檢

測，希望透過周全性照護服務，為成大醫院開辦老人醫院提前

熱身。

成大醫院 台灣人 健保 老化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1%A5%E4%BF%9D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E9%86%AB%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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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高齡醫療照護中心今揭牌 提供一站式服務

2020-06-01 15:50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成大醫院「高齡醫療照護中心」今天揭牌，該中心藉由整合院

內外高齡照護相關的跨專業資源，提供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

也為未來的老人醫院熱身。

設於門診大樓3樓高齡醫學部門診旁的高齡醫療照護中心，在

掛號服務櫃台配備有大字體的掛號儀表板、電子血壓計及電動

8

成 大高齡醫療照護中 心 下午揭牌。記者修瑞瑩／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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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2 成大高齡醫療照護中心今揭牌 提供一站式服務 | 生活新聞 | 生活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605550 2/4

身高體重測定儀。內部設有衰弱肌少症及跌倒風險評估檢測

區，以現代化儀器設備檢測四肢肌肉及脂肪含量等身體組成、

電子握力計檢測雙手握力，及方便坐輪椅高齡者量測體重之輪

椅體重計。

此外，由跨專業的高齡醫事人員提供的高齡諮詢門診，有周全

性老年醫學評估、門診整合照顧諮詢及高齡藥師諮詢等完整服

務。

高齡醫學部主任盧豐華表示，台灣人口結構快速老化，高齡長

輩常因多重疾病、疾病症狀表現不典型、疾病間的交互影響、

多重用藥、看多科醫師、跌倒及功能退化的失能衰弱等問題，

進而降低自尊與生活品質，並顯著增加死亡的風險及健保資源

的頻繁使用，亟需有周全老年健康評估、衰弱肌少症的評估及

跨專業合作照護，因此推動設立高齡醫療照護中風。

現場安排有高齡個案管理師及運動指導員，分別示範周全性老

年醫學評估、高齡體適能，與肌少症及跌倒風險檢測示範，同

時說明身體組成成分的檢測，讓與會者了解成大醫院高齡醫學

部提供的高品質高齡醫療周全性照護服務，也為成大醫院未來

老人醫院服務熱身。

盧豐華表示，成大醫院透過老年醫學專科醫師的專業與跨領域

的高齡專業團隊合作，以一站式服務提供周全性老年評估與後

續照護計畫介入，可以全面了解高齡長者在生理、心理、社

會、經濟及功能上的問題，進而擬定整體性的照顧與治療計

畫，幫助長輩除改善整體健康狀態外，也提升日常生活活動功

能，以預防及延緩疾病所導致的失能，並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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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高齡醫療照護中心揭牌 一站式老年醫學評估

成⼤醫院1⽇於⾨診⼤樓3樓舉⾏「⾼齡醫療照護中⼼」揭牌儀式，未來將藉
由整合院內、外⾼齡照護相關跨專業資源，提供周全性⽼年醫學評估，也為
未來的⽼⼈醫院熱⾝。

成⼤醫院⾃創院以來對⾼齡照護⾮常重視，1988年6⽉開院之初，就於內科部
規劃設置⽼年科，並於1999年成⽴⽼年科病房，提供符合⾼齡者需要的整合
住院照護服務，2017年開始在⽼年科⾨診提供周全性⽼年醫學評估諮詢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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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醫學部盧豐華主任表⽰，台灣⼈⼝結構快速⽼化，⾼齡⻑輩常因多重疾
病、疾病症狀表現不典型、疾病間的交互影響、多重⽤藥、看多科醫師、跌
倒及功能退化的失能衰弱等問題，進⽽降低⾃尊與⽣活品質，並顯著增加死
亡的⾵險及健保資源的頻繁使⽤，亟需有周全⽼年健康評估、衰弱肌少症的
評估及跨專業合作照護，因此推動設⽴「⾼齡醫療照護中⼼」。

盧豐華指出，成⼤醫院透過⽼年醫學專科醫師的專業與跨領域的⾼齡專業團
隊合作，以⼀站式服務提供周全性⽼年評估與後續照護計畫介⼊，可以全⾯
了解⾼齡⻑者在⽣理、⼼理、社會、經濟及功能上的問題，進⽽擬定整體性

成⼤醫院「⾼齡醫療照護中⼼」揭牌後，可全⾯了解⾼齡⻑者在⽣理、⼼理、社會、經濟及功能上的問

題，進⽽擬定整體性的照顧與治療計畫。 成⼤醫院/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0/06/01/99/7968357.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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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顧與治療計畫，幫助⻑輩除改善整體健康狀態外，也提升⽇常⽣活活動
功能，以預防及延緩疾病所導致的失能，並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盧豐華說，在完成⾼齡醫療照護中⼼建置後，未來將配合國家政策，積極提
升⾼齡醫學⾨診服務量能與品質，並建⽴友善的⾼齡照護制度，以因應超⾼

成⼤醫院透過⽼年醫學專科醫師的專業與跨領域的⾼齡專業團隊合作，以⼀站式服務提供周全性⽼年評估

與後續照護計畫介⼊。 成⼤醫院/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0/06/01/99/7968412.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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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社會之醫療需求，且健全⽼年醫學專科醫師與跨專業⾼齡照護⼈員訓練辦
法，培育優質跨專業⾼齡照護服務⼈才。

再者規劃⾼齡醫學個案管理系統，建構連續性與跨專業的服務流程，兼顧品
質改善與成本控制，發展⾼齡者相關智慧醫療，並強化⾼齡醫學部研究能
量，培育⾼齡醫學研究⼈才。

「⾼齡醫療照護中⼼」揭牌現場安排有⾼齡個案管理師及運動指導員，分別
⽰範周全性⽼年醫學評估、⾼齡體適能，與肌少症及跌倒⾵險檢測⽰範，同
時說明⾝體組成成分的檢測，讓與會者了解成⼤醫院⾼齡醫學部提供的⾼品
質⾼齡醫療周全性照護服務，也為成⼤醫院未來⽼⼈醫院服務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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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高齡醫療照護中心揭牌　供周全性老年醫

學評估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0-06-01 20:26

成大醫院6/1於門診大樓3樓之「高齡醫療照護中心」舉行揭牌儀式，藉由整合

院內外高齡照護相關的跨專業資源，提供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也為未來的老

人醫院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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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於門診大樓3樓高齡醫學部門診旁的「高齡醫療照護中心」，入口即有明亮

設計的入口意象標示，在掛號服務櫃台配備有大字體的掛號儀表板、電子血壓

計及電動身高體重測定儀，內部設有衰弱肌少症及跌倒風險評估檢測區，以現

代化儀器設備檢測四肢肌肉及脂肪含量等身體組成、電子握力計檢測雙手握

力，及方便坐輪椅高齡者量測體重之輪椅體重計。

此外，由跨專業的高齡醫事人員提供的高齡諮詢門診，有周全性老年醫學評

估、門診整合照顧諮詢及高齡藥師諮詢等完整服務。

高齡醫學部盧豐華主任表示，台灣人口結構快速老化，高齡長輩常因多重疾

病、疾病症狀表現不典型、疾病間的交互影響、多重用藥、看多科醫師、跌倒

及功能退化的失能衰弱等問題，進而降低自尊與生活品質，並顯著增加死亡的

風險及健保資源的頻繁使用，亟需有周全老年健康評估、衰弱肌少症的評估及

跨專業合作照護，因此推動設立「高齡醫療照護中心」。

盧主任強調，成大醫院透過老年醫學專科醫師的專業與跨領域的高齡專業團隊

合作，以一站式服務提供周全性老年評估與後續照護計畫介入，可以全面了解

高齡長者在生理、心理、社會、經濟及功能上的問題，進而擬定整體性的照顧

與治療計畫，幫助長輩除改善整體健康狀態外，也提升日常生活活動功能，以

預防及延緩疾病所導致的失能，並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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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高齡醫療照護中心揭牌 提
供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
Posted By: TainanTalk  六月 1, 2020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成大醫院6月1日於門診大樓3樓「高齡醫療照護中心」舉行揭
牌儀式，該中心藉由整合院內外高齡照護相關的跨專業資源，提供周全性老年醫學評

估，為未來的老人醫院熱身。

（圖說）成大醫院6月1日於門診大樓3樓「高齡醫療照護中心」舉行揭牌儀式。（記者
鄭德政攝）

設於門診大樓3樓高齡醫學部門診旁的「高齡醫療照護中心」，入口即有明亮設計的入口
意象標示，在掛號服務櫃台配備有大字體的掛號儀表板、電子血壓計及電動身高體重測

定儀，內部設有衰弱肌少症及跌倒風險評估檢測區，以現代化儀器設備檢測四肢肌肉及

脂肪含量等身體組成、電子握力計檢測雙手握力，及方便坐輪椅高齡者量測體重之輪椅

體重計；此外，由跨專業的高齡醫事人員提供的高齡諮詢門診，有周全性老年醫學評

估、門診整合照顧諮詢及高齡藥師諮詢等完整服務。

https://tainantalk.com/author/tainantalk/
https://tainantalk.com/20200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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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高齡醫療照護中心揭牌儀式後全體醫護合影。（記者鄭德政攝）

高齡醫學部主任盧豐華表示，台灣人口結構快速老化，高齡長輩常因多重疾病、疾病症

狀表現非典型、疾病間的交互影響、多重用藥、看多科醫師、跌倒及功能退化的失能衰

弱等問題，進而降低自尊與生活品質，並顯著增加死亡的風險及健保資源的頻繁使用，

亟需有周全老年健康評估、衰弱肌少症的評估及跨專業合作照護，因此推動設立「高齡

醫療照護中心」。

揭牌當日現場安排有高齡個案管理師及運動指導員，分別示範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高

齡體適能，與肌少症及跌倒風險檢測示範，同時說明身體組成成分的檢測，讓與會者了

解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提供的高品質高齡醫療周全性照護服務，也為成大醫院未來老人

醫院服務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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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患者接受身體組成分析。（成大提供）

成大醫院自創院以來就對高齡照護非常重視，於1988年6月開院之初就於內科部規劃設
置老年科，並於1999年成立老年科病房，提供符合高齡者需要的整合住院照護服務；
2017年開始在老年科門診提供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諮詢服務。
有鑑於高齡照護的殷切需求，在向來關心老年醫學發展的韓良誠教授(成大醫學系兼任教
授)協助下，成大醫院積極規劃老人醫院的設立，並於2019年2月1日成立高齡醫學部負責
高齡照護制度的建立、人才的培育與老年醫學教育的推展等，同年8月起於門診大樓3樓
開立2個高齡醫學門診，並運用同樓層寬敞空間規劃高齡醫療照護中心，以便長輩看診時
就近接受評估與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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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跌倒風險評估檢測區。（成大提供）

盧豐華主任指出，在完成高齡醫療照護中心建置後，未來將朝下列方向努力：（一）配

合國家政策，積極提升高齡醫學門診服務量能與品質，並建立友善的高齡照護制度，以

因應超高齡社會之醫療需求；（二）健全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與跨專業高齡照護人員訓練

辦法，培育優質跨專業高齡照護服務人才；（三）規劃高齡醫學個案管理系統，建構連

續性與跨專業的服務流程，兼顧品質改善與成本控制；（四）發展高齡者相關智慧醫

療，並強化高齡醫學部研究能量，培育高齡醫學研究人才。

盧豐華主任表示，成大醫院透過老年醫學專科醫師的專業與跨領域的高齡專業團隊合

作，以一站式服務提供周全性老年評估與後續照護計畫介入，可以全面了解高齡長者在

生理、心理、社會、經濟及功能上的問題，進而擬定整體性的照顧與治療計畫，幫助長

輩除改善整體健康狀態外，也提升日常生活活動功能，以預防及延緩疾病所導致的失

能，並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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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老年醫學評估　成大醫院高齡醫療照護中心
揭牌　

▲成大醫院於門診大樓3樓之「高齡醫療照護中心」舉行揭牌儀式，該中心藉由整合院內外高齡照護

相關的跨專業資源，提供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也為未來的老人醫院熱身。（圖／記者林悅翻攝，

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成大醫院1日於門診大樓3樓之「高齡醫療照護中心」舉行揭牌儀式，該中心藉由整合

院內外高齡照護相關的跨專業資源，提供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也為未來的老人醫院

熱身。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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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於門診大樓3樓高齡醫學部門診旁的「高齡醫療照護中心」，入口即有明亮設計的入

口意象標示，在掛號服務櫃台配備有大字體的掛號儀表板、電子血壓計及電動身高體

重測定儀，內部設有衰弱肌少症及跌倒風險評估檢測區，以現代化儀器設備檢測四肢

肌肉及脂肪含量等身體組成、電子握力計檢測雙手握力，及方便坐輪椅高齡者量測體

重之輪椅體重計；此外，由跨專業的高齡醫事人員提供的高齡諮詢門診，有周全性老

年醫學評估、門診整合照顧諮詢及高齡藥師諮詢等完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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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醫學部盧豐華主任表示，台灣人口結構快速老化，高齡長輩常因多重疾病、疾病

症狀表現不典型、疾病間的交互影響、多重用藥、看多科醫師、跌倒及功能退化的失

能衰弱等問題，進而降低自尊與生活品質，並顯著增加死亡的風險及健保資源的頻繁

使用，亟需有周全老年健康評估、衰弱肌少症的評估及跨專業合作照護，因此推動設

立「高齡醫療照護中心」。

現場安排有高齡個案管理師及運動指導員，分別示範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高齡體適

能，與肌少症及跌倒風險檢測示範，同時說明身體組成成分的檢測，讓與會者了解成

大醫院高齡醫學部提供的高品質高齡醫療周全性照護服務，也為成大醫院未來老人醫

院服務熱身。

成大醫院自創院以來就對高齡照護非常重視，於1988年6月開院之初就於內科部規劃

設置老年科，並於1999年成立老年科病房，提供符合高齡者需要的整合住院照護服

務；2017年開始在老年科門診提供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諮詢服務。

有鑑於高齡照護的殷切需求，在向來關心老年醫學發展的韓良誠教授（成大醫學系兼

任教授）的協助下，成大醫院積極規劃老人醫院的設立，並於2019年2月1日成立高齡

醫學部負責高齡照護制度的建立、人才的培育與老年醫學教育的推展等，同年8月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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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大樓3樓開立2個高齡醫學門診，並運用同樓層寬敞空間規劃高齡醫療照護中心，

以便長輩看診時就近接受評估與處置。

盧豐華主任表示，成大醫院透過老年醫學專科醫師的專業與跨領域的高齡專業團隊合

作，以一站式服務提供周全性老年評估與後續照護計畫介入，可以全面了解高齡長者

在生理、心理、社會、經濟及功能上的問題，進而擬定整體性的照顧與治療計畫，幫

助長輩除改善整體健康狀態外，也提升日常生活活動功能，以預防及延緩疾病所導致

的失能，並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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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光配合成大物理系辦科學週
2020-06-02

南光高中學生參加「光往哪裡跑」闖關活動。 （記者翁聖權翻攝）

 記者翁聖權／新營報導

 二０二０年台南市全民科學週由成大科學教育中心主辦，今年以「光

線」為主題，透過各種科普實驗，讓學生體驗光的奧妙。南光高中與成

大物理系合作於六月初舉辦第六屆全民科學週活動，由該校課程執行自

然科團隊教師設計系列科學闖關活動，將平時課程所學使用於解決問題

情境中，讓學生在實作過程中更了解光學背後的基本原理。

 南光高中表示，本次闖關活動有 「紅外線在哪裡」、「光往哪裡

跑」、「紫外光魔珠排排樂」與「三原色摩斯密碼」，運用生動有趣的

課程設計讓科學模組活化教學。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88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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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光的奧妙 南光高中與成大辦科學闖關

2020-06-01 15:37  聯合報  / 記者謝進盛／台南即時報導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與台南新營南光高中合作，舉辦第六屆

全民科學周活動 ，今年 以「光線」為主題，透過各種科普實

驗，讓學生體驗光的奧妙。

這項課程設計一系列科學闖關活動，讓學生在實作過程，更能

了解光學背後基本原理，同時以問題解決能力為主軸設計一系

台南新營南光高中與成 大物理系合作 ，舉辦第六屆全民科學周活動 ，學生 們專注其中 。圖

／南光高中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2M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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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關卡。闖關活動包含「紅外線在哪裡」、「光往哪裡跑」、

「紫外光魔珠排排樂」與「三原色摩斯密碼」，運用生動有趣

的課程設計讓科學模組活化教學。

其中，「紅外線在哪裡」單元，安排學生經由去除濾鏡攝影機

與未去除的攝影機進行比較，根據拍攝的物體判斷哪一個較有

可能為紅外線的錄像。學生顏子祐說，當他將攝影機轉向人

後，便可藉由人體所散發的紅外光進行比較，正如同學校用紅

外線感應的原理相同，讓他覺得更有收穫。

而這次成大提供科學相關器材與模組，由該校實施課程活動，

動手操作，展現學校課程設計能力。與其他學校不同的是，課

程最後延伸出視覺形成與VR應用，將物理知識與生物概念做一

次跨領域結合，形成具備樂趣與知識性的體驗課程。

台南新營南光高中與成大物理系合作，舉辦第六屆全民科學周活動，學生

們專注其中。圖／南光高中提供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4%9D%E5%BD%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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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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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女中丁昱文選讀成大不分系 延後選擇未來的

路

2020-06-02 13:59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高中要畢業了，還是不知道自己未來大學該唸什麼科系嗎？今

年從台中女中畢業的丁昱文，透過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管道，錄

取成功大學不分系，打算在大一時好好探索自己的性向，大二

分享

今年從台 中女中畢業的丁昱文 ，透過大學個 人申請入學管道，錄取成功大學不 分系。圖／

成 大提供

讚 0 分享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s%3A%2F%2Fudn.com%2Fnews%2Fstory%2F6928%2F4607640&display=popup&ref=plugin&src=like&kid_directed_site=0&app_id=35023121512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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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再選系也不遲，有愈來愈多的學生選擇像是丁昱文一樣就讀

不分系。

除了成大之外，目前許多學校都有提供不分系的選擇，像是清

華大學的清華學院學士班、陽明大學學士班、東華大學學士

班、台北醫學大學的展翅A、B組等。

丁昱文在高中時就知道自己是一個興趣廣泛的人，所以大學選

系時，沒考慮很久就選擇了成大不分系；她表示，原本也不知

道什麼是不分系，後來參加成大單車節活動，發現學校有不分

系的學士學位學程，之後透過網路了解什麼是不分系。

特別是她從網路看到一位成大不分系學姐的畢業專題計畫，內

容是關於一趟遠赴非洲教育的志工旅行，對於一位大學生能夠

從無到有策畫這樣一趟深富意義的志工旅行，感到震驚且心

動，同時也希望樂於助人、喜歡當志工的自己，有一天也能設

計出像學姊一樣，為他人帶來正能量的專題計畫，之後就以不

分系為目標。

目前尚未進入大學，但丁昱文已經在為入學做準備，廣泛閱讀

不同領域的書籍、暑假期間並將投入醫院志工行列，並規劃未

來將以職能治療、物理治療、心理和理工科系作為大一選課基

礎，之後再好好思索要選讀哪一系。

成大表示，不分系提供多元的課程學習，透過延後分系、跨領

域學習，探索興趣並發展能力，大一自由選課，充分發掘自已

的興趣，大二再分流選系，符合轉系規定者優先分發，修滿分

發學系畢業規定學分者，即可取得該分發學系學士學位。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9D%9E%E6%B4%B2


2020/6/2 台中女中丁昱文選讀成大不分系 延後選擇未來的路 | 大學研究所 | 文教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4607640 3/4

今年從台中女中畢業的丁昱文，透過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管道，錄取成功大

學不分系。圖／成大提供

成大 非洲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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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2 美美動傳媒

https://jin1688.blogspot.com 1/2

跨領域學習培養專業能力 丁昱文成大不分系準新生

      【記者于郁金/連凱斐/台南報導】台中女中學生丁昱文，透過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管道，錄取成功大學不分系。面對要如何選擇大學和
大學科系，丁昱文沒有猶豫太久，因為經過高中三年的學習，她清楚知道自己是一個興趣廣泛的人。像是高一的設計探索課，讓她知道自
己對於畫畫也滿有興趣的，同時也燃起對設計的興趣，又或者是高二的生物課，那時她實驗做「GMO黃豆檢定課程專題」，從萃取黃豆
DNA到最終找出基改黃豆，過程中，她發現自己享受生物實驗，所帶來的知識充實感。而成大不分系的多元選擇課程，則剛好可以讓她
更加全方位的學習，探索自己的能力。
       昱文提到，在六歲那年，她遇見一個耳朵上掛著助聽器的女孩。剛開始昱文總是自顧自地和女孩分享一些有趣的生活小事，女孩卻總
是沒有很大的反應，事後才知道原來這個女孩只能從微弱的聲音和嘴型拼湊出他人說話的語句，這讓丁昱文理解，自己應該學著用對方的
理解角度，放慢速度去建立與她之間的連結。這個經歷，也在她心中種下一個種子，她期許自己未來能擁有更多幫助他人的機會和能力。
而這也是她進入成大不分系就讀，最主要的原因，她希望可以透過專研自己的興趣與能力，在未來幫助更多需要的人。
       丁昱文說：「成大有許多不同的科系，所以我目前規劃是大一時，可以嘗試我有興趣的課程，大二再從這些興趣中分流選系，希望以
後可以做一份幫助別人的工作。」
        申請進入成大不分系，對丁昱文來說是有跡可循的。高中時，昱文曾和朋友一同參加成大單車節－院系博覽會活動。記憶中，每個
攤位上的學長姊都很熱情的解釋各個系所的特色，以及分享自己的求學經驗，這些都使昱文對於成大留下深刻印象，同時也和好朋友許下
心願，希望能一起考進成大。而成大單車節活動，除了讓昱文更加了解成大以外，同時也是她第一次接觸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活動後她
也透過網路論壇，查詢不分系的相關資料。
       透過網路，她看到一位成大不分系學姐的畢業專題計畫，專題內容寫著關於一趟遠赴非洲教育的志工旅行，當時的她對於一位大學生
能夠從無到有策畫這樣一趟深富意義的志工旅行，感到震驚且心動，同時也希望樂於助人、喜歡當志工的自己，有一天也能設計出像學姊
一樣，為他人帶來正能量的專題計畫!
       從錄取後到進入大學，準新生的昱文計劃將高中所學打好基礎、廣泛閱讀不同領域的書籍、暑期投入醫院志工行列，讓自己保持積極
學習的態度，使自己未來在成大不分系就讀時，能有源源不絕的學習能量。

https://jin1688.blogspot.com/2020/06/blog-post.html
https://1.bp.blogspot.com/-ZPlCSDIYXqQ/XtXhni80ogI/AAAAAAAAY9o/dj3CgOP1CmgDjuL-6AU-41-f56YGQ7hAgCLcBGAsYHQ/s1600/%25E7%2585%25A7%25E7%2589%2587-2.jpg
https://1.bp.blogspot.com/-M3DiOAYPw6w/XtXhonxH92I/AAAAAAAAY9s/E0hqY_tuOCA6-Xylwu0XP85Bl8sHknExwCLcBGAsYHQ/s1600/%25E7%2585%25A7%25E7%2589%2587-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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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與新南向基地運用科技創新 打造防疫新樣貌
杜育綺 (/iot/search.asp?keyword=%A7%F9%A8%7C%BA%F6)  2020-06-02  

成大與新南向基地線上防疫科技會議合照。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自2019年底至今席捲全球，使人民健康、生活、社會面臨嚴峻的挑戰，不僅考驗政府應

變措施，更促使各國加速佈局相關生醫研發與防疫科技應用，帶動防疫裝備、檢驗試劑、診斷與監測類醫材、遠距

醫療、預防保健等醫療科技使用率及成長。國立成功大學作為醫療一線戰區及南台灣頂尖大學，短時間內快速整合

資源，運用長年累積的臨床經驗及科學能量，與台灣政府及全世界一起努力對抗病毒。

成大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簡稱前瞻醫材中心)長期致力醫療器材之開發與應用、國際研發夥伴鏈結、場域驗證，

於5月28日舉辦線上防疫科技研討會「NCKU x UM x UMP x MU International Seminar: Innovations for Fighting

COVID-19」，與新南向共同研究夥伴跨國連線，互相交流彼此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所發展的創新醫材與防疫科技新

應用。

在台灣政府宣布疫情升溫之初即與成大醫院啟動智慧防疫，成大發揮科研效能，使過去投入的智慧科技，回應社會

需求，大幅降低檢疫所需人力、難度及感染風險，且在世界衛生組織(WHO)主辦的科技防疫黑客松獲獎;成大也跨

醫學、建築、工程自主研發緊急檢疫醫院原型屋，研發設計過程提供全球下載。

本次線上防疫科技研討會聚集成大海外基地夥伴學校共同參加，成大與馬來西亞的馬來亞大學、越南的胡志明醫藥

大學、泰國的瑪希墩大學四國連線，展現各國的防疫智慧與科技實力。胡志明醫藥大學醫療科技創新中心提出節約

式創新，帶領醫學生快速利用手邊的面罩與 3D列印零件組裝緊急用呼吸器;瑪希墩大學公衛學者分享泰國政府、醫

院、科研單位、民眾受國際旅遊及文化影響，面對疫情所採取的策略行動;馬來亞大學奈米催化技術專家介紹能抑菌

與病毒的奈米塗層技術。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search.asp?keyword=%A7%F9%A8%7C%BA%F6
mailto:?subject=DIGITIMES%20%E6%99%BA%E6%85%A7%E6%87%89%E7%94%A8%20-%20%E6%88%90%E5%A4%A7%E8%88%87%E6%96%B0%E5%8D%97%E5%90%91%E5%9F%BA%E5%9C%B0%E9%81%8B%E7%94%A8%E7%A7%91%E6%8A%80%E5%89%B5%E6%96%B0%20%E6%89%93%E9%80%A0%E9%98%B2%E7%96%AB%E6%96%B0%E6%A8%A3%E8%B2%8C&body=DIGITIMES%20%E6%99%BA%E6%85%A7%E6%87%89%E7%94%A8%0d%0a%E6%96%87%E7%AB%A0%E9%80%A3%E7%B5%90%EF%BC%9Ahttps%3A%2F%2Fwww%2Edigitimes%2Ecom%2Etw%2Fiot%2Farticle%2Easp%3Fcat%3D130%26id%3D0000586209%5F98B1YDM71BJQ8F8TAQNAP


2020/6/2 成大與新南向基地運用科技創新 打造防疫新樣貌 - DIGITIMES 智慧應用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30&cat1=40&cat2=15&id=0000586209_98B1YDM71BJQ8F8TAQNAP 2/2

台灣方面，成大醫學工程系林哲偉助理教授團隊擅長人工智慧生醫訊號分析，發展出應用電子鼻及深度學習理論的

呼吸道感染疾病篩檢技術。也發展非接觸式的毫米波生理徵象量測系統，可應用於感染科病患監測進而減少照護人

力負擔。

成大前瞻醫材中心專注智慧照護及創新醫材，翁振勛博士介紹應用手邊PVCU塑膠管及3D列印空氣過濾器利用口罩

材質即可組裝的簡易式嬰兒防護箱。另外，鑑於登革熱部分臨床症狀與新冠肺炎相似，翁博士研製3D列印全血分離

平台，可直接進行血漿分離，能更準確分辨兩者及應用於診斷新冠病毒之抗體快篩。

林育昇博士和林摯鈞博士也分享疫情期間民眾大幅減少外出使得遠距醫療與健康照護需求明顯增加，因此提出遠距

復健使用的動作評估系統、智慧化健康促進運動系統，此類智慧醫療及醫療互聯網科技未來也將成為人們日常生活

的趨勢。

成大於新冠肺炎期間與各國保持綿密的溝通，建立英文專頁 (http://covid19.ncku.edu.tw/)分享防疫經驗及觀點，

也透過線上會議串連亞、歐、北美10餘國的大學校長、學者專家、醫界人士，共同交流防疫經驗並探討相關需面對

的急迫議題。本次線上防疫科技研討會不但提高新南向領袖人才對台灣醫療與科技的認識，更期待能持續與新南向

夥伴攜手進行醫材創新與研發，以加強對全球性議題的應變能力與人民健康福祉。

http://covid19.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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