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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地質災害型態與成因研討會。

成大地質災害型態與成因研討會 探討影響南部多項建設工
程的「泥貫入體」

孫宜秋／南市

2020/8/5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泥貫

入體」就如同斷層或火山一樣，是一

種地質作用。過去被認為只會在海域

活動，近年研究發現南台灣陸地出現

此一地質災害，也可能與活動層、地

震交互作用，對重大工程影響深遠。

成大8月4日舉辦「台灣西南部厚層泥

岩區之地質災害型態與成因探討」研討會，以實例說明泥貫入體對環境造成的影

響、對建物的破壞等，會中學者專家集思廣益，商討工程對策並建議政府成立跨領

域的調查研究，有系統的規劃調查進行全面性的泥貫入體地質安全調查研究。

 台南市長黃偉哲重視地質災害問題，特地來到現場感謝專家學者的努力付出，讓

政府關注到這個議題。他表示，雖然大自然的力量無法抗衡，但政府會在政策面、

實務面盡力而為，找出解決辦法、減輕危害。成大副校長蘇芳慶、自然司司長羅夢

凡也一同參與研討會，關注此重要議題。

 成大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景國恩指出，以往認為泥貫入體的活動只存在於

海域，陸地上的泥貫入體被認為不再活動，但成大與中正大學為主的團隊近期研究

得知，南二高中寮隧道北洞口及田寮三號高架橋，持續發生的隧道快速抬升及橋梁

測向位移破壞現象，竟是位在旗山斷層與車瓜林斷層間的泥貫入體快速抬升與測向

變位所致，是國內首次發現泥貫入體快速抬升造成破壞的工程案例，相關學者與工

程界等，開始關注泥貫入體問題與可能的威脅。

 景國恩表示，泥貫入體可能造成的危害有兩方面，第一個就是建物可能會被破

壞，例如房子某處發生龜裂或是建物傾斜；另一個學界比較擔心的「複合式自然災

害」，也就是泥貫入體導致某處建物的材質強度減弱，又剛好遇到地震、颱風，甚

至是土壤液化等，各種因素綜合就可能會產生嚴重的災害。

 中央地質調查所科長陳松春博士在會中指出，過往對泥貫入體存在的不了解，往

往以地層下陷來解釋，並進行無效的補救措施。事實上，泥貫入體和活動斷層交互

作用下造成的地表快速變形，無法像地層下陷一樣，透過人為手段降低甚至免除災

害，只能在工程規劃階段就先避開這些區域，或是根據建物設施的使用年限以及預

設可能影響的程度，來適當的調整工法，讓結構物與泥貫入體和平相處。

 陳松春博士擔心地表示，以往不知情或忽略這項地質安全議題，許多工程設計未

將這項地質安全納入考量，像是龍崎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台南鐵路地下化、沙崙智

慧綠能科學城等，未來都將可能面臨地殼變形之破壞問題，另外正在規劃的橋頭科

學園區及高鐵南延屏東方案也都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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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貫入體 多項重大工程隱患
2020-08-05

成功大學成功校區計算機中心校舍旁的台階及人行道，已見「泥貫入體」造成抬升、傾斜問題。（記者趙傳安攝）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過去認為只會在海域活動的「泥貫入體」地質現象，經成大與中正大學團隊探究發現，南台灣陸地已出現此地質

災害，且可能與活動層、地震交互作用，對重大工程影響深遠。包括台南鐵路地下化、高鐵南延屏東、台八十六線

向東延伸案等南台灣高科技產業廊帶，均有安全上的疑慮，需長期關注監測。

 成大四日舉行台灣西南部厚層泥岩區地質災害型態與成因研討會。成大測量及空間資訊系與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

科學系組成研究團隊，多年來持續探究泥貫入體的成因，以及該現象與活動斷層、地震孕育的交互作用。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3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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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景國恩介紹台灣西南部厚層泥岩區地質災害型態問題。 （記者趙傳安攝）

 成大測量及空間資訊系副教授景國恩指出，泥貫入體是由高密度泥體、超高壓流體及甲皖氣體組成的地質現象。

在地面下的型態猶如大樓一棟一棟彼此相連，經板塊擠壓，就會像擠牙膏一樣被擠出地表，形成一座座泥火山。存

在於泥貫入體中的高壓流體或氣體，可能成為斷層中的潤滑劑，促使斷層不斷活動，最終形成潛移斷層。位於斷層

上方的結構物，可能因此遭到破壞，出現抬升、傾斜等問題。

 他表示，以往認為海域才有泥貫入體活動，陸地的泥貫入體不再活動。但近期研究發現，國道三號南二高中寮隧

道北洞口及田寮三號高架橋，持續發生的隧道快速抬升及橋梁側向位移破壞現象，竟是位於旗山斷層與車瓜林斷層

間的泥貫入體快速抬升與測向變位所致。這是國內首次發現泥貫入體快速抬升造成破壞的工程案例。

 透過ＧＰＳ、衛星遙測等技術，發現台南鐵路地下化、高鐵南延屏東案、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路竹科學園區、

台八十六線向東延伸案、橋頭科學園區等南台灣高科技產業廊帶，受泥貫入體影響。其危害可能導致建物龜裂、傾

斜。若有地震、嚴重的颱風、土壤液化等交互作用，就會從脆弱的地方開始破壞，造成複合式自然災害，這也是學

界比較擔心的衝擊。目前高鐵橋頭科學園區一帶已出現水平錯動，據悉高鐵已有些因應方案。

 景國恩強調，位於泥貫入體影響區域的工程仍可開發，若知道當地有泥貫入體現象，可根據影響嚴重程度，進行

工法上的調整。其研究團隊呼籲政府成立跨領域調查研究單位，展開有系統的規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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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貫入體 中寮隧道位移又變矮

2020-08-05 00:06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報導

南二高中寮隧道通車後，橋梁、隧道結構不斷位

移，北洞口五年內升高一三○公分，主因是「泥貫

入體」。這個台灣西南部特殊地質現象，被學術單

位發現愈趨嚴重，預警未來高雄橋頭科學園區、八

六快速道路延伸、高鐵南延屏東等重大建設都恐受

影響。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AB%98%E9%90%B5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1%8F%E6%9D%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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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系昨舉辦泥貫入體研討

會。泥貫入體是海域常見地質現象，是泥質沉積物

混合大量流體從海底深處慢慢上竄，侵入上部地

層。

成大測量系副教授景國恩說，過去認為泥貫入體只

發生在海底，形成海底泥火山，但在中寮隧道嚴重

位移卻找不到原因後，才發現原來泥貫入體在陸地

上也有活動，一旦地底的泥砂向上竄，突破地表就

形成地面泥火山，沒突破、地面就會因此被頂升隆

起，中寮隧道高度因此愈變愈矮，曾有較高的車輛

將隧道頂的燈具扯落。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資源地質組科長陳松春說，

從台南、高雄到屏東都受泥貫入體影響，隆起最嚴

重的是中寮隧道周邊、其次是台南龍崎。由於地震

可能造成泥貫入體現象更嚴重，二○一六年美濃地

震後，台南市龍崎國小龍船分校的地面馬上拔地長

高十二點二公分。

研討會中提到，高鐵不僅台南站站體抬升，軌道的

台南沙崙段與高雄燕巢段橋墩也都位移。高鐵已發

現這狀況，正委託成大密切監測中，隨時進行軌道

調整。

目前已經通過第一階段環評的高雄橋頭科學園區，

規畫圖中將「滾水坪」泥火山包在中間，成為園區

內特色景觀，但看在學者專家眼中卻覺得「太可怕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B3%A5%E7%81%AB%E5%B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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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認為泥火山噴發就代表泥貫入體現象非常嚴

重，未來園區內的精密工業廠房可能會受影響。

正在施工中的台南鐵路地下化工程，周邊包括南二

中與台南大學都有地面抬升情況，學者擔心未來地

下隧道會不會也發生像國道中寮隧道地面抬升的情

況。高鐵台南站站體測出有升高。

景國恩說，其他像台南關廟延伸至高雄內門的八六

快速道路、高鐵向南延伸屏東等規畫中的建設，都

會經泥貫入體嚴重地區，應該把這些變數考量進

去。

陳松春表示，高雄路竹科學園區、高雄楠梓加工區

及台南沙崙綠能園區也都在受影響地區，未來不能

輕忽，應該避開敏感區域或調整工程。成大表示，

路竹工業區是否受影響，還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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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認為泥火山噴發就代表泥貫入體現象非常嚴

重，未來園區內的精密工業廠房可能會受影響。

正在施工中的台南鐵路地下化工程，周邊包括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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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台南沙崙綠能園區也都在受影響地區，未來不能

輕忽，應該避開敏感區域或調整工程。成大表示，

路竹工業區是否受影響，還需調查。



2020/8/5 成大研究：「泥貫入體」上岸 南台灣有隧道橋樑受害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90908 1/2

成大研究：「泥貫入體」上岸 南台灣有隧道橋樑受害

泥貫入體可能造成建物龜裂或傾斜等破壞現象，圖為成大計算機中心前的人行道傾斜情形。（成大提供）

2020-08-05 05:30:00

中寮隧道北洞口抬升 田寮三號高架橋位移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過去被認為只會在海域活動的地質現象「泥貫入體」，經成功大學與中正

大學團隊研究發現，已在南台灣陸地出現，國道三號中寮隧道北洞口及田寮三號高架橋持續發生的隧

道快速抬升與橋樑側向位移破壞現象，是國內首次發現泥貫入體快速抬升破壞的工程案例。

「台灣西南部厚層泥岩區之地質災害型態與成因探討」研討會昨天在成功大學召開，全國11位學者發

表演講，以實例說明泥貫入體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及對建物的破壞。

成大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景國恩說明，泥貫入體如同斷層或火山一樣，是一種地質作用，由高

密度的泥體、超高壓的流體以及甲烷氣體組成，板塊擠壓造成泥貫入體被擠出地表，形成一座座泥火

山。高壓流體或氣體可能成為斷層中的潤滑劑，促使斷層不斷活動，最終形成「潛移斷層」，位於斷

層上方的結構物就可能遭受破壞。

學者呼籲成立跨領域調查研究單位

他指出，團隊研究發現，國道三號中寮隧道北洞口及田寮三號高架橋的隧道快速抬升與橋樑側向位

移，就是位在旗山斷層與車瓜林斷層間的泥貫入體快速抬升及側向變位所致；為了避免橋樑及隧道不

斷位移，相關單位目前已將剛性結構換成柔性結構的路堤、路塹。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8/05/95.jpg


2020/8/5 成大研究：「泥貫入體」上岸 南台灣有隧道橋樑受害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90908 2/2

中央地質調查所科長陳松春表示，泥貫入體和活動斷層交互作用下造成的地表快速變形，無法像地層

下陷一般，透過人為手段降低甚至免除災害，只能在工程規劃階段即先避開這些區域，或根據建物設

施的使用年限與預設可能影響的程度適當調整工法，讓結構物與泥貫入體和平相處。

景國恩表示，泥貫入體可能造成建物龜裂或傾斜等破壞，更令學界擔心的，則是泥貫入體導致建物的

材質強度減弱後，若剛好遇到地震、颱風甚至土壤液化等，可能會產生嚴重災害。

他更強調，位於泥貫入體影響區域的工程仍可開發，依據影響的程度調整工法，建議政府成立跨領域

的調查研究單位，有系統地展開全面性規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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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校園多處建物都能看見泥貫入體造成抬升的現象，如圖中建物樓梯就出現些微龜裂、傾

斜。（曹婷婷攝）

泥貫入體中寮隧道變位 專家示警西南部多項重大建設要注意
中時 曹婷婷08:17 2020/08/05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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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景國恩指出，泥貫入體可能造成的社會衝擊，其中有多項南部重

大工程建設都可能受衝擊。（曹婷婷攝）

成大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組研究團隊發現，國三南二高中寮隧道北

洞口及田寮高架橋道持續發生隧道快速抬升及橋梁測向位移破壞，竟是位在旗山斷層與車瓜林斷

層間泥貫入體快速抬升與測向變位所致，是國內泥貫入體破壞工程首例，學者預警，西南部多項

重大建設包括高鐵南延屏東、南鐵地下化、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及規畫中的橋頭科學園區開發、

台86線東延案等，未來可能面臨泥貫入體造成地殼變動破壞。

專家呼籲，台灣西南部多項重大建設包括高鐵南延屏東、南鐵地下化、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及規

畫中的橋頭科學園區開發、台86線東延案等，經地質專家學者研究，未來可能面臨泥貫入體造成

地殼變動破壞，呼籲政府盡速成立跨領域整合計畫，從規畫階段避開地質敏感區、採用適當工法

讓結構物與災害和平共存。

多位地質專家昨天齊聚成功大學研討泥貫入體對環境、建物造成破壞，強調過去人們不了解泥貫

入體，以為是地層下陷，做很多無效補救，但泥貫入體就像牙膏被擠出地表，促使斷層不斷活

動，最終形成潛移斷層，盼藉此喚起社會關注，共商適宜工程對策。

中央地質調查所資源地質組科長陳松春說，近年持續調查，發現台南11處、中洲3處建物抬升破

壞，包含10所大學與1所小學、高鐵台南沙崙站等，他尤其關注南二中、成大都有建物抬升破

壞，2校緊鄰南鐵地下化，會否影響安全？他說，「有可能但非絕對」，呼籲施工後要持續監

測，以免屆時無法因應「變化」。

學者們也提到，高雄橋頭科學園區，規畫圖中將「滾水坪」泥火山包在中間，成為園區特色景

觀，讓人憂心，泥火山噴發代表泥貫入體嚴重，未來園區精密工業廠房恐受影響。

成大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景國恩說，包括高鐵南延案每條路線都會經過泥貫入體、潛移斷

層，政府和施工單位應思考工法、工程設計以避險，落實後續監測才能預知災害。他說，泥貫入

體災害也可能不會發生，但一旦發生就無法透過人為手段免除災害。

陳松春說，0206美濃地震引發泥貫入體，龍崎區龍船斷層造成極大抬升量，因此推斷是受泥貫入

體作用影響，他直言，龍崎事業廢棄物場址並不適宜興設掩埋場；另，台86線東延也經過抬升區

塊，可能會遇到跟中寮隧道一樣問題。他說，目前觀測隆起最嚴重的是中寮隧道周邊、其次是台

南龍崎。由於地震可能造成泥貫入體現象更嚴重，2016年美濃地震後，台南市龍崎國小龍船分校

的地面馬上拔地長高12.2公分。

景國恩強調，泥貫入體危害一是建物龜裂或傾斜、二是複合式災害，但若出現地震颱風、土壤液

化等因素，容易破壞脆弱處。陳松春呼籲，西南部泥貫入體快速抬升地質災害正在發生，泥岩地

區工程建設地質調查及工程設計必須將泥貫入體納入調查重點，並盡速成立跨領域整合型計畫。

(中時 )

#地質 #災害 #斷層 #工程 #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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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地質災害型態與成因研討 探討影響南部多項建
設工程「泥貫入體」

【記者于郁金/連凱斐/臺南報導】「泥貫入體」就如同斷層或火山一樣，是一種地質作用；
過去被認為只會在海域活動，近年研究發現南臺灣陸地出現此一地質災害，也可能與活動

層、地震交互作用，對重大工程影響深遠；成大8月4日舉辦「臺灣西南部厚層泥岩區之地質
災害型態與成因探討」研討會，以實例說明泥貫入體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對建物的破壞等，

會中學者專家集思廣益，商討工程對策並建議政府成立跨領域的調查研究，有系統的規劃調

查進行全面性的泥貫入體地質安全調查研究。 

臺南市長黃偉哲重視地質災害問題，特地來到現場感謝專家學者的努力付出，讓政府關注到

這個議題。黃偉哲表示，雖然大自然的力量無法抗衡，但政府會在政策面、實務面盡力而

為，找出解決辦法、減輕危害。成大副校長蘇芳慶、自然司司長羅夢凡也一同參與研討會，

關注此重要議題。

成大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景國恩指出，以往認為泥貫入體的活動只存在於海域，陸地

上的泥貫入體被認為不再活動，但成大與中正大學為主的團隊近期研究得知，南二高中寮隧

道北洞口及田寮三號高架橋，持續發生的隧道快速抬升及橋梁測向位移破壞現象，竟是位在

旗山斷層與車瓜林斷層間的泥貫入體快速抬升與測向變位所致，是國內首次發現泥貫入體快

速抬升造成破壞的工程案例，相關學者與工程界等，開始關注泥貫入體問題與可能的威脅。

景國恩表示，泥貫入體可能造成的危害有兩方面，第一個就是建物可能會被破壞，例如房子

某處發生龜裂或是建物傾斜；另一個學界比較擔心的「複合式自然災害」，也就是泥貫入體

導致某處建物的材質強度減弱，又剛好遇到地震、颱風，甚至是土壤液化等，各種因素綜合

就可能會產生嚴重的災害。

中央地質調查所科長陳松春博士在會中指出，過往對泥貫入體存在的不了解，往往以地層下

陷來解釋，並進行無效的補救措施。事實上，泥貫入體和活動斷層交互作用下造成的地表快

速變形，無法像地層下陷一樣，透過人為手段降低甚至免除災害，只能在工程規劃階段就先

避開這些區域，或是根據建物設施的使用年限以及預設可能影響的程度，來適當調整工法，

讓結構物與泥貫入體和平相處。

陳松春博士擔心地表示，以往不知情或忽略這項地質安全議題，許多工程設計未將這項地質

https://1.bp.blogspot.com/-MadRAW9kYGI/Xyk-QhSC7iI/AAAAAAAGQSA/zBtXXFsQ4W8-5uA10OxG6JB5wZ8vKJbWwCLcBGAsYHQ/s1600/159653805328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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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納入考量，像是龍崎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臺南鐵路地下化、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等，未

來都將可能面臨地殼變形之破壞問題，另外正在規劃的橋頭科學園區及高鐵南延屏東方案，

也都會面臨同樣問題。

泥貫入體是一種地質現象，由高密度的泥體、超高壓的流體以及甲皖氣體所組成，在地下的

型態猶如一棟又一棟大樓彼此相連，像金針菇形狀般密集。由於板塊擠壓，泥貫入體會如同

牙膏一般被擠出地表，形成一座座的泥火山；而存在於泥貫入體中的高壓流體或氣體，就可

能成為斷層中的潤滑劑，促使斷層不斷活動，最終形成「潛移斷層」，位於斷層上方的結構

物就可能遭受破壞，出現抬升、傾斜等問題。

「臺灣西南部厚層泥岩區之地質災害型態與成因探討」研討會從上午9時30分半至下午17
時，成大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景國恩介紹「臺灣西南部厚層泥岩區地質災害型態問

題」；臺灣世曦工程師楊智堯則講解「中寮隧道與田寮三號高架橋整治工程之前因後果」；

臺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助理教授莊昀叡講述「臺灣西南部厚層泥岩區之地殼變形特性分

析」；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教授溫怡瑛則是「探討背衝斷層與泥貫入體，進一步分析

討論2016年美濃地震的成因」；其他還有成大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教授楊名、中央地質調
查所科長陳松春、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博士後研究學者羅祐宗、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副教授鄭凱謙、副教授石瑞銓、助理教授溫士忠、助理教授陳映年共11位學者發表演講。

https://1.bp.blogspot.com/-Y-blQUZ4JRs/Xyk-YNdZpzI/AAAAAAAGQSI/7aRlWyAleIIIJrayNBFMNxgDBay-A4AgQCLcBGAsYHQ/s1600/1596538047588.jpg


2020/8/5 中華海峽傳媒: 成大地質災害型態與成因研討 探討影響南部多項建設工程「泥貫入體」

www.ccsn0405.com/2020/08/blog-post_64.html 3/3

分類：教育學術

標籤：國立成功大學, 

 #成大地質災害型態與成因研討會 #成功大學 #泥貫入體 成大地質災害型態與成因研
討 探討影響南部多項建設工程「泥貫入體」 

https://1.bp.blogspot.com/-TKu9S4Rn99A/Xyk-X-H4dzI/AAAAAAAGQSE/5ZV2qWgcUik9E4deKw1OWXcC2Sg1l97sQCLcBGAsYHQ/s1600/1596538050282.jpg


2020/8/5 成大舉辦泥貫入體研討會 探討對重大工程影響性 - 文教新聞｜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https://www.ner.gov.tw/news/5f292e29bba1ef00066a78d1 1/2

校園

成大舉辦泥貫入體研討會 探討對重大工程影響性

2020-08-04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成大 泥貫入體

「泥貫入體」就如同斷層或火山一樣，是一種地質作用。過去被認為只會在海域活動，近年研究發現南台灣陸地出現
此一地質災害，對重大工程影響深遠。成大特別舉辦研討會，以實例說明泥貫入體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成大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景國恩指出，泥貫入體可能造成的危害有兩方面，第一個就是建物可能會被破壞，另
一個學界比較擔心的「複合式自然災害」，也就是泥貫入體導致某處建物的材質強度減弱。
 
近期研究得知，南二高中寮隧道北洞口及田寮三號高架橋，持續發生的隧道快速抬升及橋梁測向位移破壞現象，竟是
位在旗山斷層與車瓜林斷層間的泥貫入體快速抬升與測向變位所致，是國內首次發現泥貫入體快速抬升造成破壞的工

成大地質災害型態與成因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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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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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達勝集團助學 微課程受學生歡迎

2020-08-05 12:57  聯合報  / 記者鄭惠仁／台南即時報導

108新課綱上路，長期關注教育與人才培育的中嘉

達勝集團，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結合成大

，贊助南女中、南一中、南二中、家齊高中，試辦

微課程，強化高中育才與大學選才間的契合。

中嘉達勝集團長期關注教育與人才培育，助學高中辦理微課程，培育人才。

圖／中嘉達勝集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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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達勝集團執行長揭朝華表示，此項計劃從108

學年度第2學期起，執行為期兩年的經費贊助，以解

決公立學校經費受限的問題。這學期開設7門微課

程，合計134節課，選修學生超過2500人次。

微課程內容包括「DNA科學與應用」以及「數學模

型-練習與應用」，協助課程的成大生命科學系陳少

燕教授，帶領學生種植綠豆，藉不同批次綠豆的

「斷根」，觀察老化與再生間的關係。

成大數學系教授舒宇宸指導學生透過數學模型，預

測武漢肺炎的感染人數；成大物理系許瑞榮教授特

別為專門想要進入天文或太空科技等相關領域的學

生設計「天文學導論」課程。台南女中學生表示，

許多傑出的天文學家都是女性，若有機會朝天文相

關領域去努力也比較有方向，對他們來說微課程的

學習真的獲益良多。

「看日記學歷史」專題講座中，成大歷史系陳文松

教授則是將他最新出版〈吳新榮遊府城〉的成果帶

到家齊高中，希望透過好不容易留存下來的日記，

有助於後人思索儼然不同的歷史面向。家齊高中學

生表示，以看日記學歷史的課程為例，在高中教科

書很難學到，這次透過填志願選修，才發現學歷史

也不一定得從教科書，透過台灣史料資料庫等管

道，也可以一窺當時人們最真實的生活景況。

以達勝集團為主的團隊2018年底取得中嘉有線電視

集團的經營權後，除了完成承諾，每年投入最少年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1%AB%E5%BF%97%E9%A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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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最少1100萬元的媒體識讀等企業責任之外，也

加碼贊助高中微課程計畫。

中嘉達勝集團長期關注教育與人才培育，助學高中辦理微課

程，培育人才。圖／中嘉達勝集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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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傳統「4省中」微課程 大學師資向下札根

「看日記學歷史」微課程，讓學生思索歷史各種不同面向。 （記者洪瑞琴翻攝）

2020-08-05 12:00:37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新課綱上路後，跨領域教學更成為趨勢，台南地區傳統「4省中」（台南

女中、台南一中、台南二中、家齊高中）籌組策略聯盟，與成功大學首度合作試辦微課程，中嘉達勝

集團贊助經費，產學合作共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台南4所高中微課程計劃，經立委陳亭妃牽線及撮合，於108學年度第2學期開設7門微課程，每課程為

期5至9週，以「專題講座」型態安排，由成大師資協助課程，台南女中校長鄭文儀擔任召集人，希望

強化高中育才與大學選才之間的契合。

微課程內容，包括「DNA科學與應用」以及「數學模型–練習與應用」，協助課程的成大生命科學系

陳少燕教授，帶領學生種植綠豆，藉不同批次綠豆的「斷根」，觀察老化與再生之間的關係。

成大數學系舒宇宸教授則貼近時事，指導學生透過數學模型，預測武漢肺炎的感染人數；成大物理系

許瑞榮教授則為想要進入天文或太空科技等相關領域的學生設計天文學導論課程。

「看日記學歷史」專題講座中，成大歷史系陳文松教授則是將他最新出版「吳新榮遊府城」的成果帶

到家齊高中，希望透過好不容易留存下來的日記，有助後人思索歷史各種面向。

中嘉達勝集團大力支持這項計劃，以解決公立學校經費受限的問題。這學期共開設7門微課程，合計

134節課，學生選修相當踴躍，總參與超過2500人次。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8/05/3250410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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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集團執行長揭朝華表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讓高中學子在當今快速變動的社會環境下，提早培

養多元探索、勇於學習嘗試的精神。

台南女中學生上「DNA科學與應用」課程情形。（記者洪瑞琴翻攝）

南二中的「基礎電路及程式邏輯」實作課程。（記者洪瑞琴翻攝）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8/05/3250410_2_1.jpg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8/05/3250410_3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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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PassByValue馬來西亞資訊教育志工團團員。（教育部提供／林志成台北傳真）

因疫情不能出國當志工 成大團隊改線上服務馬國小朋友
中時 林志成12:44 2020/08/05

受新冠肺炎疫情所影響，「國立成功大學PassByValue馬來西亞資訊教育志工團」今年無法出國

服務，不過他們將原先規畫內容改以製作線上課程的方式，提供當地師生教學使用。

「國立成功大學PassByValue馬來西亞資訊教育志工團」之前的服務內容主要為資訊基礎能力教

學，透過課堂上實際的電腦操作，引導學員了解電腦基本軟硬體使用方式及相關知識，運用資訊

能力融入教學場域，並與國內基金會合作，提供再生電腦供當地教學使用。

同時，團隊還為社區孩童安排文化交流的課程，介紹台灣的傳統節慶與童玩，比如搓湯圓、寫春

聯、踢毽子等，達成寓教於樂的服務目標。

團隊表示，當地幼教老師多使用紙本式的傳統教材做為教具，故希望透過服務改善當地的數位資

源落差，從幼兒教育開始做起，強化當地原住民幼教老師的資訊能力，使他們學習如何運用電腦

網路搜索、文字功能。

團隊也進一步提供進階課程，針對有資訊基礎的教師進行進階影片編修、軟體應用、程式設計的

培訓，隊員發現教師們在學會使用電腦後，用電腦下載新的課程教材編入課程，有助於提升偏鄉

的幼兒園教育品質。

今年團隊由於疫情因素，改以線上課程的方式進行服務，並因應學員教育程度的不同，設計不同

階層的課程，從最基礎的認識電腦、如何使用滑鼠，到Word、PowerPoint、Excel軟體、進階

Google功能的使用，他們一共錄製61部教學影片，對提升當地教師與學童資訊能力具有相當助

益。

青年朋友若想加入海外志工行列，更多詳細訊息，可上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網站或青年海外和平工

作團網站查詢。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網站

青年海外和平工作團網站

(中時 )

#課程 #電腦 #資訊 #服務 #教學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3
https://goo.gl/v1jfhH
https://yopc.yda.gov.tw/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8%AA%B2%E7%A8%8B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9%9B%BB%E8%85%A6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8%B3%87%E8%A8%8A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6%9C%8D%E5%8B%99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6%95%99%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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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馬來西亞資訊教育志工團以前到當地，還會帶領社區孩童搓湯圓，介紹台灣傳統習俗。(教育部提供)

全球疫情造成台灣學子今年暑假無法出國進行志工服務，國立成功大學馬來西亞資訊教
育志工團想到以線上課程的方式，用英語及馬來語共錄製61部教學影片，持續協助馬
來西亞原住民部落的幼教老師，進行資訊教學。

成功大學「PassByValue」馬來西亞資訊教育志工團往年暑假都會到當地原住民部
落，提供幼教老師資訊教學培訓課程，並與國內的基金會合作，捐贈學校再生電腦。

志工團團長、成大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三年級學生林芳伊表示，去年前往志工服務時，
發現有些老師從來沒碰過電腦，所以他們從硬體開始教起，後續才介紹基本的文書軟
體。林芳伊：『(原音)他們對於PPT的使用非常的有興趣，因為他們覺得就是讓小朋友
可能聽一個故事的時候，有更不一樣的呈現方式，就是動畫、還有轉場整個就會比較吸
引小朋友的目光。』

時間：2020-08-05 11:55 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陳國維

成大志工團錄線上影片 改善馬國部落教師資訊教學
新南向政策 (/news/list/tag/新南向政策)  資訊教育 (/news/list/tag/資訊教育)  成大 (/news/list/tag/成大)

讚 0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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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今年受疫情影響，無法再去當地服務，於是決定改以線上課程的方式進行，且因應
每個老師資訊教育程度的不同，設計各類課程，包括從最基礎的認識電腦、如何使用滑
鼠，到Word、PowerPoint、Excel軟體及進階Google功能的使用，還有介紹影片剪
輯軟體。

林芳伊說，他們以馬來語，或英語加上馬來語字幕，共錄製了61部教學影片。林芳
伊：『(原音)原本是想要做直播，因為考慮到他們現在很多假日都需要補課，所以沒有
辦法同時間一起看我們直播，所以就選擇錄製教學影片。』

林芳伊提到，這些影片在7月中陸續放上YouTube，不到3週就有780個總觀看人次，
也讓他們看見延續服務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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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熱島現象 學者提綠屋頂及建築通風解方
最新更新：2020/08/05 11:24

（中央社記者張雄風台北5日電）天氣炎熱，加上都市熱島現象，學者指出城鄉溫度

差距可達攝氏4度；建議短期可透過綠屋頂、屋頂光電等設施降溫，長期則需要修改

建築相關法規，預留建築基地通風，幫助降溫。

隨著氣候變遷，台灣氣溫日前屢創新高，另因「都市熱島」現象，導致都市溫度比郊

區及鄉村更高。成大建築系特聘教授林子平告訴中央社記者，根據研究，位於高溫的

市中心一戶住宅，每年會比低溫郊區的一戶多出新台幣6400元的電費。

林子平以今年6月29日為例，當天創下百餘年來最熱6月記錄，高溫區的台北市萬

華、中正、大同區及新北的板橋、三重，均溫比低溫區南港、內湖高出約2到2.5度，

若以當天下午1時個別測點相比，溫差更達到3.5至4度。

為解決都市熱島現象，林子平表示，短中期可透過綠屋頂、屋頂光電設施進行大樓降

溫；另外也可以在人行廊道加裝蔽蔭設施；長期則需要透過都市計畫，在新建大樓或

是都更時評估建築基地通風設計「基地通風率」，並納入建築相關審核法規。

林子平說，綠屋頂是透過在屋頂上進行植栽，透過土壤涵養水分，可以達到降溫的效

果，唯一要注意的是各大樓的地板承重、防水等；而屋頂光電是在屋頂設置太陽能

板，一來避免陽光直接照射，二來也能利用太陽能發電，具經濟效益；兩者都能達到

降溫效果，但適合哪項設置，則要視不同地區大樓而定。

在人行道部分，林子平提到，除了加裝蔽蔭設施外，也可以種植路樹；另外在地面舖

設，應避免使用如混凝土等材質，可改用植草磚、連鎖磚等，除能暫存降雨的水分，

而保存的水分也能達到調節溫度的效果。

長期而言，林子平指出，應避免建築物以其正面迎風造成風阻，讓建築物「側身」面

對常年的風向或潛在有風的區域（如河道、公園）， 並加大建築間距，這部分應修

訂相關建築法規。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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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林子平表示，若市區風速若增加每秒0.5公尺，夜間氣溫最多可降1度，氣

溫每降1度，全國夏季尖峰空調用電可減少6%；而戶外若在遮蔽物下，體感溫度最多

可比空曠處減少5度。（編輯：陳政偉）109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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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精神病人長照示範　增進服務網絡更加完善

大成報／ 2020.08.04 22:53

【大成報記者張秦華／雲林縣報導】 

精神病人因疾病慢性化導致功能退化，加上人口老化速度加劇，是當今及未來精神醫療

長期照護之重要課題。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率先試辦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中心及據點，於

今(4日)上午由雲林縣衛生局長曾春美與成大醫院斗六分院院長吳晉祥共同啟動。 

https://n.yam.com/
https://n.yam.com/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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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衛生局長曾春美表示，慢性精神病患的長期照顧不能只強調去機構化，病人及家

屬期盼的是完備的後送社區照顧系統。成大醫院斗六分院具備精神長期照顧服務經驗，

且同時為衛生福利部精神醫療網之責任醫院。該院創院即規劃精神與長期照護部，目前

精神醫療業務完整涵蓋門診、精神科急慢性及日間病房、精神護理之家、精神科居家照

護及成癮門診等業務，且同時承接失智共照中心、失智日間照顧中心、社區整體照顧服

務ABC據點服務、居家服務、復能多元與居家護理所等服務。 

曾局長指出，未來除強化社區精神醫療追蹤服務外，將持續提昇民眾對心理衛生議題之

正確認識，導正對精神疾患之刻板觀念，以社區為基礎之精神醫療長期照護逐步紮根，

讓精神病人之健康再造。 

國立成大醫院斗六分院院長吳晉祥表示，精神病人長期照顧中心將提供個案管理及資源

連結、精神病人長照人員培訓及社區公共教育等業務；據點則提供「共餐活動」、「認

知促進，延緩失能」、「安全看視」、「家屬支持團體輔導諮商」及「家屬照顧課程」

等服務。據點服務時間是每週二、四的9點至16點，希望新加入的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

務模式，能增進個案照護品質，促使個案生活穩定及社會參與，以延緩失能，同時減緩

照顧者的身心壓力負荷，增加家庭和諧與融合，也讓本縣精神醫療之長期照顧服務網絡

更加完善。 

吳院長指出，為普及與均衡地方長照資源服務，並以精神社區式照護為首要發展重點，

設置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中心及據點，使慢性精神患者能從慢性精神機構回到社區；

倘若慢性精神患者就醫困難，則由專業精神團隊提供居家服務治療，減低再住院率，讓

慢性精神患者在病程發展過程選擇合適的服務資源。 

另民眾普遍對精神疾患存有刻板印象，僅由家人照護或慢性精神機構治療，並無法完整

協助慢性精神病患銜接復健及社會互動，故長照資源使用的推廣及轉介，對慢性精神病

患與社會銜接及復健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照片：雲林縣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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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各鄉鎮精神疾病每10萬人盛行率最高的前七鄉鎮都位於沿海。（雲林縣政府提供）

雲縣約4500名精神病人隱形成大斗六分院成立精神長照據點
中時 周麗蘭17:26 2020/08/04

成大斗六分院精神長照據點設於第二醫療大樓，七月起每週二、四早上9點至下午4點提供服務。

（周麗蘭攝）

https://www.chinatimes.com/cn/reporter/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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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斗六分院七月起率先試辦「精神病人長照中心及據點」，今（4日）舉行啟用典禮。（周麗

蘭攝）

精神病人的功能退化比正常人快速，雲林縣近半照護中的患者年齡居45至59歲，獲衛福部補助的

成大斗六分院七月起率先試辦「精神病人長照中心及據點」，提供共餐、延緩失能、家屬諮商、

照顧課程等服務。

常見精神病盛行率14％，約每7.1人就有1個，雲林縣估計有9500人罹患嚴重精神疾病，領有慢性

精神病手冊僅5028人，其中思覺失調症佔48％；換言之還有4500人未診斷、未治療，可能擔心

被污名化。

成大斗六分院提案「精神社區式照護」使慢性精神患者從機構回到社區，並提居家服務治療，讓

慢性患者可以選擇合適的服務，也漸漸與社會銜接，獲衛福部補助示範計畫，雲林縣是六都以外

獲補助的兩縣之一。

成大斗六分院精神長照據點設於第二醫療大樓，七月起每週二、四早上9點至下午4點提供服務，

目前已收10多人，上限是35人，目標是延緩患者失能，減輕照顧者壓力與負荷。

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長諶立中表示，思覺失調者退化快，只能靠旁人照顧，政府的角色重

要。

衛生局長曾春美表示，讓精神病患者去污名、使一般人接受病友是一大課題，盼「精神長照據

點」未來能融入失智日間照顧中心或C級長照據點。

衛生局指出，2020年雲林縣各鄉鎮精神疾病每10萬人盛行率最高的前五鄉鎮是台西鄉860人、東

勢鄉803人、水林鄉772人、元長鄉726人、口湖鄉711人，但沿海鄉鎮的精神疾病醫療資源相當

缺乏，盼2021年能在東勢衛生所新增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引進精神科醫師、心理師，提供疑似或

高風險患者服務。

(中時 )

# 精神 # 長照 # 據點 # 患者 # 服務

https://www.chinatimes.com/cn/Search/%E7%B2%BE%E7%A5%9E
https://www.chinatimes.com/cn/Search/%E9%95%BF%E7%85%A7
https://www.chinatimes.com/cn/Search/%E6%8D%AE%E7%82%B9
https://www.chinatimes.com/cn/Search/%E6%82%A3%E8%80%85
https://www.chinatimes.com/cn/Search/%E6%9C%8D%E5%8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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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縣首座「精神長照」 成大斗六分院設立

2020-08-05 05:30:00

〔記者詹士弘／雲林報導〕雲林縣第一個精神長照中心在成大斗六分院設立，希望透過精神病人長期

照顧模式以延緩個案失能，並提供照顧者喘息服務，未來將把示範點成功經驗推廣到社區中，一週服

務2天，最多可接納35名個案。

成大斗六分院指出，雲林縣約有4500名思覺失調症個案，大部分未接受醫療照顧，醫院希望把這些人

找出來，讓他們接受治療，再至長期照顧中心接受服務，讓個案生活穩定、增加社會參與，延緩失

能，並減緩照顧者的身心壓力負荷，也讓雲林精神醫療的長期照顧服務網絡更加完善。

斗六分院表示，精神病患也會老化，其身心功能退化速度更甚於一般人，政府目前積極推動設置精神

病人長期照顧中心，填補長照最後一個缺口；成大醫院配合中央政策，成立雲林第一個精神長照示範

中心，將照顧觸角延伸至精神病患者。

目前成大斗六精神長照中心服務時間為每週二、四的上午9點到下午4點，已服務12名個案，最多可服

務35人，全部免費，若想進入接受服務，除可到成大斗六分院掛精神科、由醫師轉介外，也可以進入

雲林縣衛生局網站點選長照服務的線上申辦，完成基本資料填寫後，再填「精神長照」項目，經評估

通過後即可由衛生局轉介到中心接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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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劉春生／雲林報導】 2020/08/05

精神病人長照 成大斗六附醫啟動

▲精神長照服務-全國先發啟動。（記者劉春生攝）

精神病⼈因疾病慢性化導致功能退化，加上⼈⼝⽼化速度加劇，是當今及未來精神醫療⻑期
照護之重要課題。國⽴成功⼤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六分院率先試辦精神病⼈⻑期照顧服務中
⼼及據點，於四⽇上午由縣衛⽣局⻑曾春美與成⼤⽃六分院院⻑吳晉祥、⽴委劉建國服務處
副主任林廉貴共同啟動。

院⻑吳晉祥表⽰，精神病⼈⻑期照顧中⼼將提供個案管理及資源連結、精神病⼈⻑照⼈員培
訓及社區公共教育等業務；據點則提供「共餐活動」、「認知促進，延緩失能」、「安全看
視」、「家屬⽀持團體輔導諮商」及「家屬照顧課程」等服務。據點服務時間是每週⼆、四
的九點⾄⼗六點，希望新加⼊的精神病⼈⻑期照顧服務模式，能增進個案照護品質，促使個
案⽣活穩定及社會參與，以延緩失能，同時減緩照顧者的⾝⼼壓⼒負荷，增加家庭和諧與融
合，也讓本縣精神醫療之⻑期照顧服務網絡更加完善。

吳晉祥指出，為普及與均衡地⽅⻑照資源服務，並以精神社區式照護為⾸要發展重點，設置
精神病⼈⻑期照顧服務中⼼及據點，使慢性精神患者能從慢性精神機構回到社區；倘若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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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患者就醫困難，則由專業精神團隊提供居家服務治療，減低再住院率，讓慢性精神患者
在病程過程選擇合適服務資源。

另⺠眾普遍對精神疾患存有刻板印象，僅由家⼈照護或慢性精神機構治療，並無法完整協助
慢性精神病患銜接復健及社會互動，故⻑照資源使⽤的推廣及轉介，對慢性精神病患與社會
銜接及復健是不可或缺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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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長黃偉哲在郭綜合醫院院長鄭雅敏就職佈達典

禮。

郭綜合院長鄭雅敏願景 要婦起責任、醫起努力
孫宜秋／南市

2020/8/5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台南市

長黃偉哲昨天在郭綜合醫院院長鄭雅

敏就職佈達典禮強調，成大醫院與郭

綜合醫院合作經營，提供民眾更多的

服務，在悠久歷史扮演重要角色，尤

其在疫情期間，醫療人員的全力奉

獻，確診人數為六都最少，令他相當

感恩，期望郭綜合醫院在郭宗正總裁

及鄭雅敏院長的領導下，以及團隊努力成果基礎下，持續守護民眾的健康。

 鄭雅敏院長就職佈達典禮在12樓國欣廳舉行，醫護及各界雲集，在黃市長見證下

展開，總裁郭宗正表示，郭綜合醫院感謝過去奇美、成大醫院的協助，如今與成大

合作經營下，大家一起為台南市民努力，他希望十年後能超前部署，跟成大更近；

兒子能接下他的棒子；能過著他喜愛的繪畫生涯。

 鄭院長以「婦起責任、醫起努力」和全體員工互勉，他強調郭綜合是個溫馨大家

庭，希望今後大家要本著「面笑」、「嘴甜」、「腰軟」「手腳快」共同努力。

 鄭院長仍會以婦產科做為郭綜合領頭羊的角色，並引進成大醫院醫學中心級醫療

服務進駐醫院，深化服務病友，達成「良醫近社區」的理想，營建「醫」學中心人

才的交流與資源合作、讓「病」人能就近在社區享有醫學中心級診療，以及落實健

「保」分級醫療與雙向轉診政策的醫、病、保三贏局面。

 鄭院長指出，今後成大醫院與郭綜合醫院將從經營層面統合兩院，使醫療資源更

充分有效運用，落實中央健保署分級醫療及雙向轉診的政策；同時，成大醫院近年

來厚植的醫療專業人才，將投入豐富郭綜合醫院的醫療量能，讓社區民眾不用大小

問題都擠往醫學中心，可以在社區裡就近享有醫學中心級的診療。

 鄭院長一進郭綜合，成大心臟科名醫趙庭興主任也進駐郭綜合門診支援，因為院

內下午的門診醫師人力不夠，成大教授、副教授級的醫師於每週一、二、三、五下

午前來協助門診，讓附近民眾也能享受到醫學中心教授級名醫的門診服務。

 在手術部分，鄭院長表示，除了名醫賴國安已進駐外，其他微創、內視鏡、海芙

刀子宮肌瘤治療，也均可讓病友享受到醫學中心一樣的照護品質。尤其海芙刀為一

旅日病友的子宮肌瘤無創醫療後，懷孕產下一對龍鳳胎更受各界矚目，目前南部僅

有郭綜合擁有仰臥式海芙刀，是婦女界的一大福音，不必遠到中北部才能得到這種

醫療服務。

 成大醫院與郭綜合醫院的合作關係自民國97年就建立，民國106年雙方進一步開

立合作病房，成大醫院陸續支援多位護理人力協助，並補足人力後提升照護服務品

質，將成大醫院優質的護理教學與照護品質推廣到郭綜合醫院病房，鄭院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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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將先從婦兒科病房開始著手，提升病房照護品質，使病友住院也能享受到醫學中

心同樣的照護品質。

 到場觀禮的的成大醫學院長沈延盛、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義大醫院顧問、曾任

成大醫院院長的陳志鴻，也致詞與鄭院長的同事緣，推崇她醫學的優異表現，也對

郭綜合醫院為病友的服務盛讚有加，如今和成大醫院合作經營，進入另一新的境

界，期望各界全力支持，更加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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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院長郭宗正轉任總裁 與成醫結盟 鄭雅敏接任郭綜
合院長

2020-08-05

郭綜合醫院院長鄭雅敏（右）昨在市長黃偉哲（中）見證下，接下總裁郭宗正（左）頒發聘書。（記者趙傳安攝）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郭綜合醫院和成大醫院合作經營，並派出首任院長鄭雅敏四日就任，她強調，兩家醫院合作，將提供民眾更多的

服務，持續守護民眾健康。郭綜合原院長郭宗正則轉任醫院總裁，退居幕後。

 台南市長黃偉哲昨天到場參加鄭雅敏的就職儀式，並感謝在場的醫界和企業界代表共同協助防疫，尤其在疫情期

間，醫護人員的全力奉獻，台南確診人數為六都最少，讓他相當感恩，期望郭綜合醫院在郭宗正總裁及鄭雅敏院長

的領導團隊努力成果基礎下，持續守護民眾的健康。

郭綜合醫院鄭雅敏院長就職佈達典禮，醫護及各界佳賓雲集。（記者趙傳安攝）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3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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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雅敏昨天以「婦起責任、醫起努力」和全體員工互勉，並強調郭綜合是個溫馨大家庭，希望今後大家要本著

「面笑」、「嘴甜」、「腰軟」「手腳快」共同努力。她說，會努力讓郭綜合繼續做婦產科的領頭羊，並引進成大

醫院醫學中心級醫療服務進駐醫院，深化服務病友，達成「良醫近社區」的理想；營建「醫」學中心人才的交流與

資源合作、讓「病」人能就近在社區享有醫學中心級診療，以及落實健「保」分級醫療與雙向轉診政策的醫、病、

保三贏局面。目前，已有心臟、骨科多位成大名醫進駐郭綜合門診支援，作醫療服務。

 郭宗正表示，郭綜合醫院感謝過去奇美、成大醫院的協助，如今與成大合作經營下，大家一起為台南市民努力，

他同時許下三個願望：包括希望十年後能超前部署，跟成大更近；十年後兒子能繼承衣缽接任郭綜合院長；十年後

能過著他喜愛的繪畫生涯。

 昨天到場觀禮的有成大醫學院長沈延盛、成大醫院長沈孟儒，奇美醫院長邱仲慶，及義大醫院顧問、成醫前院長

陳志鴻，及台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陳相國等醫界代表，及企業界大億集團吳俊郎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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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綜合醫院鄭雅敏就職院長　要「婦」起責任「醫」起努力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0-08-05 03:08

郭綜合醫院鄭雅敏院長就職佈達典禮，8/4中午在12樓國欣廳舉行，醫護及各界雲集，在黃偉哲市長見證下展開，市長強調

醫院與郭綜合醫院合作經營，提供民眾更多的服務，在悠久歷史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在疫情期間，醫療人員的全力奉獻，

為六都最少，令他相當感恩，期望郭綜合醫院在郭宗正總裁及鄭雅敏院長的領導下，以及團隊努力成果基礎下，持續守護

康。

總裁郭宗正表示，郭綜合醫院感謝過去奇美、成大醫院的協助，如今與成大合作經營下，大家一起為台南市民努力，他希

能超前部署，跟成大更近，兒子能接下他的棒子；能過著他喜愛的繪畫生涯。

鄭雅敏院長以「婦起責任、醫起努力」和全體員工互勉，他強調郭綜合是個溫馨大家庭，希望今後大家要本著「面笑」、

甜」、「腰軟」「手腳快」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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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院長仍會以婦產科做為郭綜合領頭羊的角色，並引進成大醫院醫學中心級醫療服務進駐醫院，深化服務病友，達成「良

區」的理想，營建「醫」學中心人才的交流與資源合作、讓「病」人能就近在社區享有醫學中心級診療，以及落實健「保

療與雙向轉診政策的醫、病、保三贏局面。

鄭院長一進郭綜合，成大心臟科名醫趙庭興主任也進駐郭綜合門診支援，因為院內下午的門診醫師人力不夠，成大教授、

的醫師於每週一、二、三、五下午前來協助門診，讓附近民眾也能享受到醫學中心教授級名醫的門診服務。

在手術部分，鄭院長表示，除了名醫賴國安已進駐外，其他微創、內視鏡、海芙刀子宮肌瘤治療，也均可讓病友享受到醫

樣的照護品質，尤其海芙刀為一旅日病友的子宮肌瘤無創醫療後，懷孕產下一對龍鳳胎更受各界矚目，目前南部僅有郭綜

臥式海芙刀，是婦女界的一大福音，不必遠到中北部才能得到這種醫療服務。

成大醫院與郭綜合醫院的合作關係自民國97年就建立，民國106年雙方進一步開立合作病房，成大醫院陸續支援多位護理人

助，並補足人力後提升照護服務品質，將成大醫院優質的護理教學與照護品質推廣到郭綜合醫院病房，鄭院長表示，她將

科病房開始著手，提升病房照護品質，使病友住院也能享受到醫學中心同樣的照護品質。

到場觀禮的的成大醫學院長沈延盛、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義大醫院顧問、曾任成大醫院院長的陳志鴻，也致詞與鄭院長

緣，推崇她醫學的優異表現，也對郭綜合醫院為病友的服務盛讚有加，如今和成大醫院合作經營，進入另一新的境界，期

力支持，更加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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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綜合院長鄭雅敏佈達並宣布願景 要婦起責任、醫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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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台南市長黃偉哲昨在郭綜合醫院院長鄭雅敏就職佈達典禮強調，成大醫院與郭綜合醫院合作經營，提供民眾更多的服務，在

悠久歷史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在疫情期間，醫療人員的全力奉獻，確診人數為六都最少，令他相當感恩，期望郭綜合醫院在郭宗正總裁及鄭雅敏院長

領導下，以及團隊努力成果基礎下，持續守護民眾的健康。

（圖說）鄭雅敏院長就職佈達典禮在郭綜合醫院12樓國欣廳舉行，在市長黃偉哲（中）見證下，郭綜合醫院總裁郭宗正（左）將聘書交給鄭雅敏
（右）。（記者鄭德政攝）

鄭雅敏院長就職佈達典禮在郭綜合醫院12樓國欣廳舉行，醫護及各界雲集，在黃市長見證下展開，總裁郭宗正表示，郭綜合醫院感謝過去奇美、成
大醫院的協助，如今與成大合作經營下，大家一起為台南市民努力，他希望十年後能超前部署，跟成大更近；兒子能接下他的棒子；能過著他喜愛

繪畫生涯。

（圖說）鄭雅敏院長就職佈達典禮今天中午在郭綜合醫院12樓國欣廳舉行，台南市醫護及各界冠蓋雲集。
鄭院長以「婦起責任、醫起努力」和全體員工互勉，他強調，郭綜合是個溫馨大家庭，希望今後大家要本著「面笑」、「嘴甜」、「腰軟」「手腳

快」共同努力。

鄭院長仍會以婦產科做為郭綜合領頭羊的角色，並引進成大醫院醫學中心級醫療服務進駐醫院，深化服務病友，達成「良醫近社區」的理想，營建

「醫」學中心人才的交流與資源合作，讓「病」人能就近在社區享有醫學中心級診療，以及落實健「保」分級醫療與雙向轉診政策的醫、病、保三贏

局面。

鄭院長指出，今後成大醫院與郭綜合醫院將從經營層面統合兩院，使醫療資源更充分有效運用，落實中央健保署分級醫療及雙向轉診的政策；同時

成大醫院近年來厚植的醫療專業人才，將投入豐富郭綜合醫院的醫療量能，讓社區民眾不用大小問題都擠往醫學中心，可以在社區裡就近享有醫學

心級的診療。

鄭院長一進郭綜合醫院，成大心臟科名醫趙庭興主任也進駐郭綜合門診支援，因為院內下午門診醫師人力不夠，成大教授、副教授級的醫師於每週

一、二、三、五下午前來協助門診，讓附近民眾也能享受到醫學中心教授級名醫的門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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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術部分，鄭院長表示，除名醫賴國安已進駐外，其他微創、內視鏡、海芙刀子宮肌瘤治療，均可讓病友享受到醫學中心一樣的照護品質。尤其海

芙刀為一旅日病友的子宮肌瘤無創醫療後，懷孕產下一對龍鳳胎更受各界矚目，目前南部僅有郭綜合擁有仰臥式海芙刀，是婦女界的一大福音，不必

遠到中北部才能得到這種醫療服務。

成大醫院與郭綜合醫院的合作關係自民國97年就建立，民國106年雙方進一步開立合作病房，成大醫院陸續支援多位護理人力協助，並補足人力後提
升照護服務品質，將成大醫院優質的護理教學與照護品質推廣到郭綜合醫院病房。鄭院長表示，她將先從婦兒科病房開始著手，提升病房照護品質

使病友住院也能享受到醫學中心同樣的照護品質。

今天到場觀禮成大醫學院長沈延盛、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義大醫院顧問、曾任成大醫院院長的陳志鴻致詞與鄭院長的同事緣，推崇她醫學的優異表

現，也對郭綜合醫院為病友的服務盛讚有加，如今和成大醫院合作經營，進入另一新的境界，期望各界全力支持，更加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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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婦科鄭雅敏接郭醫院長 前院長郭宗正：安全了！

2020-08-04 18:53

成大醫院婦科名醫鄭雅敏（前排右四）獲聘為郭綜合醫院院長，交接就職典禮冠蓋雲集。（記者

王俊忠攝）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台南市區老牌郭綜合醫院，20年前升格區域教學醫院，但兩年

前，郭醫60歲生日時面臨健保制度、醫護召募不易等環境惡化問題，去年把醫院等級調降

到「地區醫院」，降低營運壓力。今年，郭醫找來成大醫院婦產科名醫鄭雅敏接任郭醫院

長，4日上任。鄭雅敏指出，將會引進成醫心臟內科、婦科、外科等醫師到郭醫門診，發

展郭醫的婦科、外科與骨科微創手術，再擦亮郭醫老招牌。

升任郭醫總裁的卸任院長郭宗正如釋重負的說，鄭雅敏能來接掌郭醫，郭醫算是安全了！

希望未來能再調回區域醫院。他期許10年後郭醫持續緊跟成醫腳步、其從醫的兒子能回來

接掌郭醫、他也能卸下郭醫責任擔子，享受餘生畫圖的日子。

1958年以郭婦產科起家的郭綜合醫院，是台南市區知名私立醫院，2000年升格區域教學

醫院、興建新醫療大樓，2008年與成大醫院策略聯盟，2017年再與成醫攜手設合作病

房。不過，據了解，郭醫幾年前面臨健保要求門診逐年減量、醫護人力召募不易、一例一

休等問題，出現營運困境，一度與中國醫藥大學洽談委託經營，後來因未談成而作罷。

為減輕營運壓力，郭醫去年決定調降為地區醫院，時任院長郭宗正為突破郭醫經營困境，

持續尋求成醫協助，他找上成大醫學院長沈延盛與成醫院長沈孟儒尋求「借將」，學、經

歷俱優的成醫婦科名醫鄭雅敏雀屏中選，成為郭醫第1位外聘院長。

鄭雅敏表示，今後成醫與郭醫將從經營層面統合兩院，使醫療資源更充分有效運用，落實

健保署分級醫療與雙向轉診政策；同時，成醫近年來厚植的醫療專業人才，將投入豐富郭

醫的醫療量能，讓社區民眾不必大小病痛問題都往醫學中心擠，可以在社區就近享有醫學

中心級的診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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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雅敏說，因為郭醫平日下午的門診醫師人力不夠，成大教授、副教授級的醫師將於每週

一、二、三、五下午到郭醫幫忙門診，紓解醫師人力不足的問題。

成大醫院婦科名醫鄭雅敏（右）獲聘為郭綜合醫院院長，台南市長黃偉哲（中）與會見證。（記

者王俊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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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婦產科權威鄭雅敏（右）在台南市長黃偉哲（中）見證下接任郭綜合醫院院長，左為郭

綜合總裁郭宗正。（郭綜合醫院提供／洪榮志台南傳真）

成醫婦產科權威就任郭綜合院長 鄭雅敏要「婦起責任、醫起
努力」

中時 洪榮志17:25 2020/08/04

成大醫院婦產科權威鄭雅敏接任郭綜合醫院院長，4日在台南市長黃偉哲見證下舉行就職佈達典

禮，大批府城醫護界人士觀禮，現場冠蓋雲集。鄭雅敏強調，將以婦產科作為郭綜合領頭羊的角

色，並引進成醫醫療服務，深化服務病友，達成「良醫近社區」的理想，營建醫學中心人才的交

流與資源合作，讓病人就近在社區即享有醫學中心級診療，並落實健保分級醫療與雙向轉診政

策，達成「醫、病、保」三贏局面。

郭綜合總裁郭宗正表示，郭綜合醫院感謝過去奇美、成醫的協助，如今能與成醫合作經營，一起

為市民努力，希望10年後能超前部署與成醫更近，兒子也能接下他的棒子，還能過著他喜愛的繪

畫生涯。

鄭雅敏指出，今後成醫與郭綜合將從經營層面統合2院，使醫療資源更充分有效運用，落實中央

健保署分級醫療及雙向轉診的政策；同時，近年來成醫厚植的醫療專業人才，也將投入豐富郭綜

合的醫療量能，讓社區民眾不用大小問題都往醫學中心擠，可以在社區就近享有醫學中心級的診

療。

鄭雅敏在接掌郭綜合後，成大心臟科名醫趙庭興也進駐郭綜合門診支援；此外，郭綜合因下午的

門診醫師人力不足，成大教授、副教授級的醫師，還將於每周一、二、三、五下午前來協助門

診。

至於手術部分，鄭雅敏也說，除了成醫骨科名醫賴國安已經進駐外，其他微創、內視鏡、海芙刀

子宮肌瘤治療，也都將陸續進駐供服務；尤其，目前南部僅有郭綜合擁有仰臥式海芙刀，堪稱婦

女界的一大福音。

(中時 )

#婦產科權威 #郭綜合院長 #鄭雅敏 #成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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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郭綜合醫院新院長交接　鄭雅敏：婦起責
任醫起努力！

▲台南郭綜合醫院舉辦新院長交接，在黃偉哲市長見證下，總裁郭宗正將印信交給新任院長鄭

雅敏。（圖／記者林悅攝，下同）

者林悅／台南報導

台南市長黃偉哲4日中午，在郭綜合醫院新任院長鄭雅敏就職布達典禮中強調，成

大醫院與郭綜合醫院合作經營，提供民眾更多的服務，在台南市醫療扮演重要角

色，醫療人員全力奉獻，確診人數六都最少，令他相當感恩，期望郭綜合醫院在

郭宗正總裁及鄭雅敏院長領導，及團隊努力成果基礎下，持續守護民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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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雅敏院長就職布達典禮在郭綜合醫院12樓國欣廳舉行，台南市副市長許育典、

衛生局長陳怡、成大醫院、奇美醫院、新樓醫院、台南醫院、市立醫院、安南醫

院…各大醫院院長及護理界人士雲集，在黃偉哲市長見證下進行。

郭綜合醫院總裁郭宗正表示，郭綜合醫院感謝過去奇美、成大醫院的協助，如今

與成大合作經營下，大家一起為台南市民努力，他希望十年後能超前部署，跟成

大更近；他兒子能接下他的棒子，讓他能過著他喜愛的繪畫生涯。

鄭雅敏院長以「婦起責任、醫起努力」和全體員工互勉，她強調郭綜合是個溫馨

大家庭，希望今後大家要本著「面笑」、「嘴甜」、「腰軟」「手腳快」共同努

力。鄭雅敏院長仍會以婦產科做為郭綜合領頭羊的角色，並引進成大醫院醫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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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級醫療服務進駐醫院，深化服務病友，達成「良醫近社區」的理想，營建

「醫」學中心人才的交流與資源合作、讓「病」人能就近在社區享有醫學中心級

診療，以及落實健「保」分級醫療與雙向轉診政策的醫、病、保三贏局面。

鄭雅敏院長指出，今後成大醫院與郭綜合醫院將從經營層面統合兩院，使醫療資

源更充分有效運用，落實中央健保署分級醫療及雙向轉診的政策；同時，成大醫

院近年來厚植的醫療專業人才，將投入豐富郭綜合醫院的醫療量能，讓社區民眾

不用大小問題都擠往醫學中心，可以在社區裡就近享有醫學中心級的診療。

到場觀禮的的成大醫學院長沈延盛、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義大醫院顧問、曾任

成大醫院院長的陳志鴻，也致詞與鄭雅敏院長同事緣，推崇她醫學的優異表現，

也對郭綜合醫院為病友的服務盛讚有加，如今和成大醫院合作經營，進入另一新

的境界，期望各界全力支持，更加蓬勃發展。

鄭雅敏院長一進郭綜合醫院，成大心臟科名醫趙庭興主任也進駐郭綜合門診支

援，因為院內下午的門診醫師人力不夠，成大教授、副教授級的醫師於每週一、

二、三、五下午前來協助門診，讓附近民眾也能享受到醫學中心教授級名醫的門

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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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術部分，鄭雅敏院長表示，除了名醫賴國安已進駐外，其他微創、內視鏡、

海芙刀子宮肌瘤治療，也均可讓病友享受到醫學中心一樣的照護品質。尤其海芙

刀為一旅日病友的子宮肌瘤無創醫療後，懷孕產下一對龍鳳胎更受各界矚目，目

前南部僅有郭綜合擁有仰臥式海芙刀，是婦女界的一大福音，不必遠到中北部才

能得到這種醫療服務。

成大醫院與郭綜合醫院的合作關係自2008年就建立，2017年雙方進一步開立合作

病房，成大醫院陸續支援多位護理人力協助，並補足人力後提升照護服務品質，

將成大醫院優質的護理教學與照護品質推廣到郭綜合醫院病房，鄭雅敏院長表

示，她將先從婦兒科病房開始著手，提升病房照護品質，使病友住院也能享受到

醫學中心同樣的照護品質。

・可當噴霧、濕敷，用途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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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郭醫院長鄭雅敏4日就職成醫先支援門診／波新聞
來源:波新聞 | 日期：2020-08-04 18:53:37 | 瀏覽次數： 412

波新聞

波新聞─翁順利／台南

  台南成大醫院與郭綜合醫院深度結盟，派遣婦產科教授鄭雅敏接任院長，4日舉行就職儀式，宣布願景是「婦起責任、醫起努

目前先商請成醫名醫群支援下午的門診陣容。

市長黃偉哲特地與會主持佈達，期勉今後提供民眾更多的服務。原任院長郭宗正升任為總裁，他表示，如今與成大合作經營下

能超前部署，十年後跟成大更近，兒子能接下他的棒子，他過著自己喜愛的繪畫生涯。

  鄭雅敏以「婦起責任、醫起努力」和全體員工互勉，強調郭綜合是個溫馨大家庭，希望今後大家要本著「面笑」、「嘴甜」、

軟」「手腳快」共同努力，未來仍以婦產科做為醫院領頭羊的角色，並引進成大醫院醫學中心級醫療服務進駐醫院，深化服務病

達成「良醫近社區」的理想，營建「醫」學中心人才的交流與資源合作、讓「病」人能就近在社區享有醫學中心級診療，以及落

「保」分級醫療與雙向轉診政策的醫、病、保三贏局面。

  她指出，今後成醫與郭綜合醫院將從經營層面統合兩院，使醫療資源更充分有效運用，落實分級醫療及雙向轉診政策；成大心

趙庭興主任將進駐門診支援，因為院內下午的門診醫師人力不夠，成大教授、副教授級的醫師於每週一、二、三、五來協助。

  成大醫院與郭綜合醫院的合作關係自民國97年建立，鄭院長表示，她將先從婦兒科病房開始著手，提升病房照護品質，使病友

也能享受到醫學中心同樣的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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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前右2)、外傷醫學會林恆甫理
事長(前右1)。

外傷台南模式建功 傷患六過生死關 成醫盼推廣及整合
孫宜秋／南市

2020/8/5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面對嚴

重外傷，要比死神更快！才能爭取一

線生機！為此，成大醫院外傷團隊耕

耘了數千個日子，只為更快，方能起

死回生。

 李先生今年三月騎摩托車於安平發

生嚴重車禍，救護隊抵達時已危急生

命徵象。病患急送至郭綜合醫院，經

初步處置後，同時啟動與成大合作的外傷處置模式，在抵達成大前外傷科醫師已聯

絡血庫、放射科、麻醉科及開刀房，病患一抵達便迅速給予治療，這也是病患能存

活很關鍵的一環。而這只是開始，李先生到達成大後主責外傷醫師楊宗翰醫師開始

了長達二十小時沒有休息的照護，過程中歷經肝臟出血執行栓塞止血、診斷支氣管

斷裂行開胸手術、血氧濃度不佳置放葉克膜、診斷腹部腔室症候群緊急開刀。直到

隔天早上親自為病患開完刀，病患穩定下來楊醫師才放鬆心情休息，堪稱鐵人馬拉

松式的照護。24小時內病患闖過六個生死關卡，經過一個多月的照護，終能康復，

平安返家。

 成大醫院8月4號舉行記者會，與外界分享外傷團隊的照護成果。外傷團隊成員，

包括建立團隊的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成大醫院李經維副院長、外傷科顏亦廷主

任、王志榮醫師、洪國書醫師、楊宗翰醫師、顏淑婷個管師、王靜怡個管師、加護

病房許以霖醫師、外傷醫學會林恆甫理事長、郭綜合醫院急診吳彥良主任皆出席記

者會。

 幾分鐘延遲，對外傷病患是生與死的距離，也是一個家庭是否破碎的關鍵。要成

功挽救重大外傷病患，速度永遠是關鍵。但遇到轉院病患，再急再快也只能病患到

院後開始治療。為此，成醫外傷團隊跳脫醫院的藩籬，六年前開始與區域醫院合

作，分享外傷照護經驗，建立社群媒體群組、加快病患轉診的腳步與合作的默契。

在這樣的模式下，治療在病患到達前便已開始，急診也預先啟動外傷小組待命，而

非讓垂危病患等待醫師到來；成醫外傷科醫師有一群願意支持的夥伴，血庫、放射

科、麻醉科、開刀房都願意一起提前待命，讓治療效率能提到最高。經過六年努

力，由外院轉入成大的重大外傷病患整體死亡風險下降了七成左右，大幅提高重大

外傷病患生存機會，達先進國家的醫療水準，堪稱「外傷台南模式」。

 面對不可預期的重大外傷，唯有建構良好的外傷系統及有經驗的外傷醫師，才能

在病患到來前整合好團隊與死神應戰，增加病患生存機會。不過兩者都需長時間的

耕耘才能看到成效，非一蹴可及。

 院前啟動、院內快速整合的「外傷台南模式」仰賴成大醫院對外傷團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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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一群有理想且有熱情的年輕外科醫師，可以投入經營團隊及建構外傷系統。但外

傷團隊的建構耗時且耗資源，讓不少醫院望之卻步，而這還需政府的規劃與支持，

方能讓更多外傷病患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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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傷台南模式建功　傷患6過生死關成醫盼推
廣整合

▲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前右2）、外傷醫學會林恆甫理事長（前右1）、外傷科顏亦廷主任

（前左1）等外傷團隊，為救人全力以赴。（圖／記者林悅翻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面對嚴重外傷，要比死神更快！才能爭取一線生機！成大醫院外傷團隊耕耘了數

千個日子，開啟「外傷台南模式」，只為更快，讓傷患有機會起死回生。

成留舉案例指出，李先生今年3月騎摩托車於安平發生嚴重車禍，救護隊抵達時已

危急生命徵象。病患急送至郭綜合醫院，經初步處置後，同時啟動與成大合作的

外傷處置模式，在抵達成大前外傷科醫師已聯絡血庫、放射科、麻醉科及開刀

房，病患一抵達便迅速給予治療，這也是病患能存活很關鍵的一環。

而這只是開始，李先生到達成大後主責外傷醫師楊宗翰醫師開始了長達20小時沒

有休息的照護，過程中歷經肝臟出血執行栓塞止血、診斷支氣管斷裂行開胸手

術、血氧濃度不佳置放葉克膜、診斷腹部腔室症候群緊急開刀。直到隔天早上親

自為病患開完刀，病患穩定下來楊醫師才放鬆心情休息，堪稱鐵人馬拉松式的照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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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24小時內病患闖過六個生死關卡，經過1個多月的照護，終能康復，平安返

家。

成大醫院特與外界分享外傷團隊的照護成果。外傷團隊成員，包括建立團隊的成

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成大醫院李經維副院長、外傷科顏亦廷主任、王志榮醫

師、洪國書醫師、楊宗翰醫師、顏淑婷個管師、王靜怡個管師、加護病房許以霖

醫師、外傷醫學會林恆甫理事長、郭綜合醫院急診吳彥良主任皆出席。

成醫外傷團隊指出，幾分鐘延遲，對外傷病患是生與死的距離，也是一個家庭是

否破碎的關鍵。要成功挽救重大外傷病患，速度永遠是關鍵。但遇到轉院病患，

再急再快也只能病患到院後開始治療。為此，成醫外傷團隊跳脫醫院的藩籬，6年

前開始與區域醫院合作，分享外傷照護經驗，建立社群媒體群組、加快病患轉診

的腳步與合作的默契。在這樣的模式下，治療在病患到達前便已開始，急診也預

先啟動外傷小組待命，而非讓垂危病患等待醫師到來。

成醫外傷科醫師有一群願意支持的夥伴，血庫、放射科、麻醉科、開刀房都願意

一起提前待命，讓治療效率能提到最高。經過6年努力，由外院轉入成大的重大外

傷病患整體死亡風險下降了7成左右，大幅提高重大外傷病患生存機會，達先進國

家的醫療水準，堪稱「外傷台南模式」。

成醫外傷團隊指出，面對不可預期的重大外傷，唯有建構良好的外傷系統及有經

驗的外傷醫師，才能在病患到來前整合好團隊與死神應戰，增加病患生存機會。

不過兩者都需長時間的耕耘才能看到成效，非一蹴可及。

成醫外傷團隊強調，院前啟動、院內快速整合的「外傷台南模式」仰賴成大醫院

對外傷團隊的支持，讓一群有理想且有熱情的年輕外科醫師，可以投入經營團隊

及建構外傷系統。但外傷團隊的建構耗時且耗資源，讓不少醫院望之卻步，而這

還需政府的規劃與支持，方能讓更多外傷病患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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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傷台南模式」建功 傷患六過生死關，成醫盼推廣及整合
Posted By: TainanTalk  八月 4, 2020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面對嚴重外傷，要比死神更快，才能爭取一線生機！為此，成大醫院外傷團隊耕耘了數千個日子，只為更快，方能起死回

生。

李先生今年三月騎摩托車於安平發生嚴重車禍，救護隊抵達時已危急生命徵象。病患急送至郭綜合醫院，經初步處置後，同時啟動與成大合作的外傷

處置模式，在抵達成大前外傷科醫師已聯絡血庫、放射科、麻醉科及開刀房，病患一抵達便迅速給予治療，這也是病患能存活很關鍵的一環。而這只

是開始，李先生到達成大後，主責外傷醫師楊宗翰醫師開始長達二十小時沒有休息的照護，過程中歷經肝臟出血執行栓塞止血、診斷支氣管斷裂行

胸手術、血氧濃度不佳置放葉克膜、診斷腹部腔室症候群緊急開刀。直到隔天早上親自為病患開完刀，病患穩定下來楊醫師才放鬆心情休息，堪稱鐵

人馬拉松式的照護。24小時內病患闖過六個生死關卡，經過一個多月的照護，終能康復，平安返家。
成大醫院8月4日舉行記者會，與外界分享外傷團隊的照護成果。外傷團隊成員，包括建立團隊的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成大醫院李經維副院長、
外傷科顏亦廷主任、王志榮醫師、洪國書醫師、楊宗翰醫師、顏淑婷個管師、王靜怡個管師、加護病房許以霖醫師、外傷醫學會林恆甫理事長、郭綜

合醫院急診吳彥良主任皆出席記者會。

（圖說）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前右2)、外傷醫學會林恆甫理事長(前右1)、外傷科顏亦廷主任、外傷科洪國書醫師(後排左起)、楊宗翰醫師、王志
榮醫師、郭綜合醫院急診吳彥良主任、外傷科顏淑婷個管師、王靜怡個管師，與患者李建彬(前左2)一同出席記者會，與外界分享外傷團隊的照護成
果。（記者鄭德政攝）

幾分鐘延遲，對外傷病患是生與死的距離，也是一個家庭是否破碎的關鍵。要成功挽救重大外傷病患，速度永遠是關鍵。但遇到轉院病患，再急再快

也只能病患到院後開始治療。為此，成醫外傷團隊跳脫醫院的藩籬，六年前開始與區域醫院合作，分享外傷照護經驗，建立社群媒體群組、加快病患

轉診的腳步與合作的默契。在這樣的模式下，治療在病患到達前便已開始，急診也預先啟動外傷小組待命，而非讓垂危病患等待醫師到來；成醫外傷

科醫師有一群願意支持的夥伴，血庫、放射科、麻醉科、開刀房都願意一起提前待命，讓治療效率能提到最高。經過六年努力，由外院轉入成大的重

大外傷病患整體死亡風險下降七成左右，大幅提高重大外傷病患生存機會，達先進國家的醫療水準，堪稱「外傷台南模式」。

面對不可預期的重大外傷，唯有建構良好的外傷系統及有經驗的外傷醫師，才能在病患到來前整合好團隊與死神應戰，增加病患生存機會。不過兩者

都需長時間的耕耘才能看到成效，非一蹴可及。

院前啟動、院內快速整合的「外傷台南模式」，仰賴成大醫院對外傷團隊的支持，讓一群有理想且有熱情的年輕外科醫師，可以投入經營團隊及建構

外傷系統。但外傷團隊的建構耗時且耗資源，讓不少醫院望之卻步，而這還需政府的規劃與支持，方能讓更多外傷病患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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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郭醫聯手 救回重傷騎士
2020-08-05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面對嚴重外傷，搶救速度要比死神更快！成大醫院和郭綜合醫院為了救治一名車禍嚴重外傷患者，共同於最短時

間內動員所有醫療資源接力把傷患從鬼門關拉回來。

 成大醫院外傷科醫師楊宗翰指出，2020年3月24日下午，李先生騎摩托車在安平發生嚴重車禍，造成多處骨折，

肋骨斷了好幾根，肝肺臟有撕裂傷及挫傷，救護隊抵達時已呈危急生命徵象，救護人員決定送最近的郭綜合醫院搶

救，經初步處置後，同時啟動與成醫合作的「外傷處置模式」，經一個小時轉送成醫救治。病患轉送抵達成醫前，

外傷科醫師已聯絡妥血庫、放射科、麻醉科及開刀房，病患一抵達便立刻搶救治療，這也是病人能存活很關鍵的一

環。

 李先生到達成大後醫護人員開始長達20小時沒休息的照護，過程中歷經肝臟出血執行栓塞止血、開胸手術、置放

葉克膜、腹部腔室症候群緊急開刀。直到隔天早上，楊宗翰親再自為病患開完刀，病患穩定下來才鬆了1口氣，堪稱

鐵人馬拉松式的照護。24小時內病患在外傷團隊搶救照護接連闖過多個生死關卡，再經過1個多月照護，終能康復出

院。

 外傷科主任顏亦廷說，要成功挽救重大外傷病患，速度永遠是關鍵，為此，成醫外傷團隊跳脫醫院的藩籬，6年前

開始與區域醫院合作，分享外傷照護經驗，建立社群媒體群組、加快病患轉診的腳步與合作的默契。成醫外傷科醫

師有一群願意支持的夥伴，血庫、放射科、麻醉科、開刀房都願意一起提前待命，讓治療效率能提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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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結合台南多家區域醫院建構全台第一套跨院整合的「外傷模式」。車禍重傷李姓男子

（前排左二）當時存活率不到30％，經成醫、郭綜合聯手救援，已康復出院。（洪榮志攝）

跨院整合救重傷 20小時闖6關搶回一命
中國時報 洪榮志 、台南04:10 2020/08/05

字級設定：小中大特

比死神更快！42歲的李姓男子在台南安平騎機車發生嚴重車禍，當下存活率不到30％，但在成大

醫院、郭綜合醫院聯手啟動全台第一套跨院整合的「外傷模式」救援下，20小時接連闖過放置葉

克膜、胸管、支氣管縫合等6道生死關卡後康復出院，此一模式也讓重大外傷病患整體死亡風險

下降7成。

存活率不到3成 奇蹟康復

今年3月24日李先生騎機車在安平發生車禍，致肝臟撕裂傷、骨盆骨骨折、雙側肺挫傷、左側支

氣管斷裂及張力性氣胸、左側肋骨4根骨折、右手掌骨骨折、右側鎖骨骨折等傷，外傷嚴重度指

數被評為50分，存活率不到30％。當救護人員抵達時，已性命垂危。

儘管受傷地點距離成醫只有5.5公里，但救護人員評估傷患撐不到成醫，緊急送往郭綜合初步穩定

傷情後，隨即啟動與成醫合作的「外傷模式」，在李先生被送抵成醫前，成醫外傷科醫師已聯絡

血庫、放射科、麻醉科及開刀房提前待命。

瀕危病患不用等 風險大降

當李先生抵達後，主責外傷醫師楊宗翰率團隊展開長達20小時與死神拔河，期間歷經肝臟出血執

行栓塞止血、診斷支氣管斷裂行開胸手術、血氧濃度不佳置放葉克膜、診斷腹部腔室症候群緊急

開刀等緊急醫療措施，直到隔天早上開完刀病情才穩定下來。李先生連闖6道生死關卡，經過1個

月的照護，奇蹟康復返家。

成醫強調，過去轉院病患通常到院後才開始治療，往往延誤黃金時間，成醫與台南多家區域醫院

合作，建構跨院的「超前部署」，大幅提高病患生存機會。

#李先生 #骨骨折 #外傷 #模式 #成醫 #綜合 #跨院 #康復 #病患 #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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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外傷科團隊結合台南多家區域醫院建構全台第一套跨院整合的「外傷台南模式」。（洪

榮志攝）

比死神更快！男重大車禍搶救率不到30％ 外傷台南模式救援
下1個月後出院

中時 洪榮志14:20 20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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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歲的李姓男子發生嚴重車禍，當下搶救率不到30％，但在成大醫院、郭綜合醫院聯手啟動全台

第一套跨院整合的「外傷台南模式」救援下，1個月後康復出院。（洪榮志攝）

比死神更快！42歲的李姓男子在台南安平騎機車發生嚴重車禍，當下搶救率不到30％，但在成大

醫院、郭綜合醫院聯手啟動全台第一套跨院整合的「外傷台南模式」救援下，24小時內接連闖過

放置葉克膜、胸管、支氣管縫合等6道生死關卡，終於在1個月後康復出院。

今年3月24日李先生騎摩托車在安平發生嚴重車禍，當救護人員抵達時，已經危急生命徵象。他

先被送到郭綜合醫院初步處置，郭綜合隨即啟動與成醫合作的「外傷台南模式」，在李先生抵達

成醫前，成醫外傷科醫師已經聯絡血庫、放射科、麻醉科及開刀房提前待命。

當李先生到達成醫後，主責外傷醫師楊宗翰率團隊展開長達20小時沒有休息的照護，過程中傷患

歷經肝臟出血執行栓塞止血、診斷支氣管斷裂行開胸手術、血氧濃度不佳置放葉克膜、診斷腹部

腔室症候群緊急開刀等緊急醫療措施，直到隔天早上開完刀，病情穩定下來，楊宗翰才能放鬆心

情休息。李先生24小時內連闖6道生死關卡，經過1個月的照護，終於康復平安返家。

成醫強調，數分鐘的延遲，對外傷病患都是生與死的距離，想要成功挽救重大外傷病患，速度永

遠是關鍵。但因長期以來轉院的病患只能到院後才開始治療，往往延誤治療的黃金時間，成醫外

傷團隊為此去除門戶之見，從6年前開始與台南市多家區域醫院合作，分享外傷照護經驗，並建

立社群媒體群組，加快病患轉診的腳步與合作默契，建構出全台第一套「外傷台南模式」，從整

合院內各科到跨院的「超前部署」，讓垂危病患不用再苦等醫生到來，成功將從外院轉入成醫的

重大外傷病患整體死亡風險下降7成。

成醫外傷科主任顏亦廷認為，在「外傷台南模式」下，治療在病患到達前即已開始，急診也預先

啟動外傷小組待命，血庫、放射科、麻醉科、開刀房都一起提前待命，讓垂危病患不用再苦等醫

師到來，治療效率也能提到最高。經過6年的努力，由外院轉入成醫的重大外傷病患，整體死亡

風險下降7成左右，大幅提高重大外傷病患的生存機會，達到先進國家的醫療水準。家的醫療水

準。

(中時 )

#外傷 #病患 #成醫 #模式 #外傷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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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與郭醫合作建功 車禍重傷騎士闖過6生死關卡
2020-08-04 17:25

車禍重創獲郭綜合、成大兩家醫院聯手救治、挽回一命的李先生（前排左二）回到成醫感謝兩醫

院醫護對他馬拉松式的搶救。（記者王俊忠攝）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今年3月24日下午，42歲李先生在台南安平騎機車
發生大車禍，有肝裂傷、張力性氣胸、支氣管斷與骨盆腔等多處骨折，被送到
附近郭綜合醫院初步處置，因為傷勢嚴重，郭醫以line群組傳送傷者電腦斷層
影像給成大醫院，成醫外傷科在傷者尚未到院前已聯絡多科室待命，傷者到成
醫後，醫療團隊於24小時內做馬拉松式接力開刀、治療，讓傷者闖過6個生死
關卡，住院照護1個月後康復平安返家。

主責李先生的成醫外傷科醫師楊宗翰表示，當時郭醫先對傷者初步處置、設法
維持生命力，運用與成醫建立的line群組傳送傷勢影像，讓成醫外傷醫護在傷
者尚未到成醫之前，即已掌握李男傷勢，並聯絡血庫、放射科、麻醉科與開刀
房等，在傷者一抵達成醫就能迅速治療。

楊宗翰說，由於傷者有肝臟裂傷、張力性氣胸、雙側肺挫傷、左支氣管斷與骨
盆腔、肋骨等多處骨折，在24小時內先後做肝臟栓塞止血、開胸縫合支氣
管、氣胸放置胸管、血氧濃度不足放葉克膜、腹內高壓做開腹減壓等馬拉松式
治療，幾小時內輸3千CC血液，闖過6個生死關卡、進加護病房，4月9日出加
護病房，同月25日康復出院。

李先生4日回到成醫表達謝意，「都很棒！讓我再站起來，雖然獲救過程有些
忘了，很感謝成醫、郭醫兩家醫院的醫護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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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外傷科醫護團隊陣容。（記者王俊忠翻攝）

台灣外傷醫學會理事長林恆甫指李先生外傷指數約50分，一般存活率不到3
成，但郭醫與成醫聯手把傷者的命救回來，很不簡單，跨院外傷與多科整合，
在成醫做得很好，看到傷者能康復，讓他很感動。但有1點台灣必須注意，以
2019年統計，台灣有40萬外傷人次住院、2300人死亡；同年日本外傷住院有
52萬人次、3100人死亡。然而日本有1億2千萬人、台灣僅2千3百萬人，以人
口數與外傷住院、死亡人數來比評，台灣車禍外傷數據遠高於日本，台灣交通
教育、安全目標如何做到，值得政府與國人深思改進。

10年前在成大醫院草創外傷科的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肯定如今成醫外傷科
能與地方多家區域醫院合作外傷患者的救治，希望未來有機會能與高雄榮總台
南分院合作。成醫表示，經過6年來努力，從外院轉入成醫的重大外傷患者整
體死亡風險下降約7成，大幅提高重大外傷患者存活率，堪稱「外傷台南模
式」。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0/08/04/3249689_2.jpg


2020/8/5 不能亂吃補 類風濕性關節炎如何提升抗病力？ - 健康醫療網 - 健康養生新聞資訊網路媒體

https://www.healthnews.com.tw/news/article/46988/ 1/3

 2020-08-04  健康醫療網／記者陳佳慧報導

 不能亂吃補　類風濕性關節炎如何提升抗病力？

醫師表示，醫病充分互動有助提高病人的醫囑性，才能達到有效控制疾病，遇到感染或副作用發生時也能及時調整。

一場新冠病毒燒出全球防疫焦慮，確診類風濕性關節炎已十多年的阿鳳姨愈看新聞愈擔心：「醫生說我是免

疫出問題，又要每個月回醫院拿藥，會不會很容易感染？該怎麼提升免疫力？」

成大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主治醫師吳俊欣表示，新冠病毒疫情期間，確實有病人擔心到醫院會增加染疫風

險，要求延長回診時間；他認為「其實第一時間各醫院就啟動嚴格的感控分流機制，反而比其他眾人群聚的

場所更安全！」，包括量體溫、確認旅遊史、接觸史、呼吸道症狀等，區隔高風險病人，而進入醫院也必須

戴口罩。這些防疫措施實施三個月以來，有效的降低感染風險，台灣各大醫院目前也沒有大規模院內群聚感

染的現象，病人們可以對台灣的醫療更有信心。在吳醫師的門診中，有九成以上的風濕性關節炎病人都能定

時回診。

流感疫苗有必要　小感冒也別輕忽

關於病人「抵抗力不好」的擔心，吳醫師提醒，類風濕性關節炎為自體免疫疾病，由於不正常的免疫機制過

度活化，誤傷自已的關節，治療過程中為了調節免疫，或多或少會降低病人抵抗力，可能容易發生上呼吸道

感染，「要及早和醫師反應，以免發展成下呼吸道感染，例如細菌性肺炎等嚴重情況。」吳醫師強調，不要

以為只是感冒就輕忽，即使無法及時回診，也要就近請診所醫師評估。

那麼該如何提升免疫力？吳醫師建議，「身為易感族群，不僅在疫情期間，在平時就要養成勤洗手、出入人

潮密集場所戴口罩的習慣，做好自我保護，不但預防呼吸道感染還能兼顧防空污。」此外，飲食均衡、維持

正常作息、睡眠充足、規律運動，這些基本的保健方法人人適用，而且安全無害。

https://www.healthnews.com.tw/news/article/4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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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呼龥病人接種流感疫苗及肺炎鏈球菌疫苗，「疫苗能發揮一定程度的保護力，不會因為打了疫苗反而得

到感染，或誘使原本類風濕性關節炎病情惡化。」吳醫師強調，病人若有任何疑問要先和醫師討論，不要因

為莫名的恐懼而失去強化自我保護的機會。

醫病合作多溝通　長期抗病少風險

「最重要的是落實醫病共享決策，建立良好的醫病互動。」吳醫師表示，目前類風濕性關節炎的治療已標準

化，藥物選擇多元，醫師會評估病人的狀況來選擇。但在長期慢性治療過程中，一定會有狀況需要醫病合

作，初期就引導病人了解疾病風險、參與治療決策，包括藥物選擇，吳醫師會花時間讓病人了解用藥選擇，

再依需求討論出適合的藥物，「有些病人不想挨針、覺得口服藥更方便，就可以選擇小分子口服標靶藥；年

長的病人怕忘記服藥，或偏好到醫院才安心，可能就會傾向至醫院打針。」

吳醫師認為，雙方充分互動有助提高病人的醫囑性，遇到問題時也更願意和醫師討論，及時調整治療計畫，

這樣才能達到有效控制疾病，遇到感染或副作用發生時也能及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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