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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護理學系首創　成大INursing Space遠距直播教室
啟用
  2021-01-12 19:10:20  記者 陳聖璋 / 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30年來首次空間大改造，「iNursing Space數位遠距直播教室」 11日正式啟用， 這是
全台護理學系首創以「直播教室」結合數位科技，建置虛擬實境互動式護理創新教學。

iNursing Space位於成大醫學院護理學系系館1樓，設備包括高畫質追蹤攝影機，自動追蹤教師示範授課內容與
技術，搭配超短焦投影機投影於玻璃白板與85吋大型觸碰螢幕，使用環境控制系統，學生行動裝置可一鍵投影
至教師端，教師端亦可反向投影至學生端，開創虛擬與實境交融互動式護理創新教學。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陰影下，護理學系透過高教深耕計畫的補助，導入數位遠距直播科技，
藉由「iNursing Space」的遠距直播及互動，跨越國界發揮護理教育的國際影響力。

              

▲護理系的各國學生身穿傳統服飾參加iNursing Space啟用儀式。 
（圖／成功大學）

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指出，透過iNursing Space，不僅可提升教師數位課程自製能力，透過數位課程製播，培
養學生主動學習護理照護知識與技能，亦可強化學生學習動機、促進學生與老師雙向互動，透過現場直播，開啟
教與學、虛擬與實境交融互動。



2021/1/13 觀傳媒 (雲嘉南新聞) 全台護理學系首創 成大iNursing Space遠距直播教室啟用

https://www.watchmedia01.com/fnews-20210113031020.html 2/2

護理系主任柯乃熒說，「iNursing Space數位遠距直播教室」是全台護理學系首創以「直播教室」結合數位科技
與翻轉教學的理念，傳達創新（Innovation）、連結（Connection）、護理教育（Nursing Education），簡寫的
ICN，如同國際護理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的縮寫，期許成大護理學系的iNursing Space如同
國際護理協會，透過與國際夥伴合作，發揮護理教育的國際影響力。

「iNursing Space數位遠距直播教室」於1月11日11點11分啟用，成大校長蘇慧貞、醫學院院長沈延盛、醫學院
研究分處副院長柯文謙、成大傑出校友高嘉璘博士、護理學系創系李引玉老師、系主任柯乃熒等貴賓及系上師生
多人共同揭牌，一起見證護理教育的新里程。

啟用儀式上，10多位護理系和研究所的外籍學生，紛紛穿上自己國家的傳統服飾，以歌聲來參與這場盛會，也
展現護理系國際化的一面。

「iNursing Space」展現成大國際護理教育的能見度，也是國內護理教育創新典範。在疫情的影響下，未來
「iNursing Space」可增加跨國研究合作會議與互動交流的機會，跨越國界分享護理教學策略，彼此觀摩、精進
與交流教學方法。

中長期目標則是拓展「iNursing Space數位遠距直播教室」的深度及廣度，深化台灣護理進階教育，未來成大護
理系將發展數位化課程的專科護理師碩士專班，提供國際護理數位遠距碩士學程與國際交流，共同培育國際高階
護理人才。

柯乃熒強調，「iNursing Space數位遠距直播教室」的發展不僅止於將教學數位化，也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
（SDGs）目標，在「世界上每個人都有公平且高品質的終身學習機會（Ensure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quality
education and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4）」，透過跨越
邊際的護理教育，達成永續發展目標的夥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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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學術交流基金會簽署合作協議 促進多元教育交流

2021-01-13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成大 學術交流基金會

國立成功大學與學術交流基金會（臺灣傅爾布萊特）簽署「臺美高教聯盟交流合作協議」。由成大校長蘇慧貞與學術
交流基金會執行長那原道代表簽署。學術交流基金會將引薦美籍學生到成大校院進行多元交流與專業學習；推廣臺灣
文化的同時，也促進臺美雙邊高等教育未來的發展與合作契機。
 
蘇慧貞感謝並希望透過更廣泛的非學位生的交流，讓美國學生有機會來成大就讀，探究更真實動人的臺灣印象。

成大、學術交流基金會簽署合作協議 促進多元教育交流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A4%A7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5%AD%B8%E8%A1%93%E4%BA%A4%E6%B5%81%E5%9F%BA%E9%87%91%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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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EMBA執行長林軒竹。圖／周榮發

成大管院EMBA學分班 招生起跑
工商時報 台南訊04:10 2021/01/13

以提供企業經營管理人士修練管理技能享譽全國的成大管院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學分班開始招生了；預計開設台北與台南班，將以最適化課程供企業菁英選讀。招生日期：台北

班1/25至2/25，台南班1/25至2/22。

該EMBA執行長林軒竹表示，成大管院EMBA一直是國內企業中高階主管及企業經營者最想來修

練管理技能的知名院校，由於管院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110學年度已完成招生，為讓錯過該招

生的企業人士仍有學習機會，台北與台南學分班將正式啟動招生。

林軒竹指出，成大EMBA已跳脫一般課程模式，將現階段企業碰觸到的問題進行合宜的課程規

劃，透過學習中的組別腦力激璗，給予全新的挑戰及適度的啟發，讓高階主管及企業經營者在面

對快速變動的經濟環境，能夠具備洞見觀瞻的新思維；另外，成大EMBA在新學年度也將適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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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高階經理人新思維，即今年EMBA招生主題「傳承‧卓越」，「傳承‧卓越」正代表累積的學術

價值得來不易，不容輕忽，承續者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唯有讓自己卓越才得以傳承，而這正是成

大EMBA一直堅持的訓育之道，將學理的「傳承‧卓越」潛移至企業的永續經營。

事實上，成大EMBA提供一個終身學習與各產業經驗相互交流的平台，期望在此讓各學員將理論

與實務相互結合，透過跨領域與多樣化的學習過程，使學員們在未來多變的全球化局勢中，成為

具有國際化願景且具解決問題能力的專業領導者。洽詢電話：（06）275-1234分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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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展商機　南科創新卓越中心展現產創鏈結成果
  2021-01-12 19:28:32  記者 陳聖璋 / 台南報導

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引進Rainmaking Innovation加速器，12日舉辦「數位轉型 南科新創技術發表」活
動暨FastTrack台灣區競賽，國內有12家新創團隊角逐海外培訓機會。

這次活動特別連線行政院數位政委唐鳳，以「數位轉型與科技新創的發展政策」為題，向在場人士發表演講，與
會的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系主任柯乃熒特聘教授，以「開放式創新與智慧醫療的未來對話」與唐鳳進行對談，從
政府政策、國際市場、策略規劃，以學術知識的全觀思維分析台灣數位轉型挑戰與機會，讓參與活動的人員更了
解數位轉型的時代趨勢。

             

▲行政院數位政委唐鳳與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系主任柯乃熒（左一）進行線上對談。 
（圖／記者陳聖璋攝，2021.01.12）

同場進行的FastTrack是Rainmaking Innovation獨家的新創競賽方式，本次聚焦「智慧製造」、「精準醫療」、
「新能源」等三大領域，選取潛力新創團隊，總計有25隊報名，先前已由2階段評審，精選出12家新創公司參加
今日的比賽，後續待評審確認後將在臉書Rainmaking Innovation Taiwan粉絲專頁發佈結果，優勝隊伍可獲得赴
澳洲國際加速器Startupbootcamp進行三個月培訓的資格，以及進入Startupbootcamp Australia決選。

活動也安排展示新創團隊研發的新技術，以工業4.0、智慧製造為主題展示技術，吸引企業與新創事業交流及洽
談合作。參加的貴賓包括台南市政府、資策會、成大、台科大、台灣日東、日商三菱銀行、永豐銀行、中華開
發、東宜科技、直得科技、正鉑雷射、澄茂企業、精誠集團、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億載會、美國、澳洲與英
國駐台辦事處、TAcc+等，來自國內外產、官、學、研專家與企業代表，在現場互動交流相當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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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產、官、學、研專家與企業代表，在現場互動交流相當熱絡。 
（圖／南科管理局）

Rainmaking Innovation Taiwan成立南科創新卓越中心，招募有志於拓展國際巿場的新創積極參與輔導計畫，自
2020年3月開始，在南科建構新創培育場域，協助新創公司加速成長，推動南科產創鏈結合作，也攜手TTA、
TAcc+、Fintech Space等單位，挹注資源扶植在地新創事業，不但促成新創事業與在地企業及相關單位的合
作，也協助新創事業在全球重要巿場中爭取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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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

數位轉型商機 南科創新卓越中心展現產創鏈結成果
 By 焦點傳媒社 —  2021-01-12  尚無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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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傳媒社/記者張淑慧】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引進Rainmaking Innovation加速器今(12)日舉辦

「數位轉型：南科新創技術發表」活動暨FastTrack台灣區競賽，有國內12家新創團隊角逐海外培訓機

會。

活動一開始特別連線行政院數位政委唐鳳，以「數位轉型與科技新創的發展政策」為題向在場人士發表演

講，與會的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系主任柯乃熒特聘教授則以「開放式創新與智慧醫療的未來對話」與

唐政委進行對談，從政府政策、國際市場、策略規劃，以學術知識的全觀思維分析臺灣數位轉型挑戰與機

會，讓參與活動的人員更了解數位轉型的時代趨勢。

同場進行的FastTrack是Rainmaking Innovation獨家的新創競賽方式，本次聚焦三大領域：「智慧製

造」、「精準醫療」、「新能源」選取潛力新創團隊，總計有25隊報名，先前已經由2階段評審精選出12

家新創公司參加今日的比賽，後續待評審確認後將在臉書Rainmaking Innovation Taiwan粉絲專頁發佈

結果，優勝隊伍可獲得赴澳洲國際加速器Startupbootcamp進行三個月培訓的資格，及進入

Startupbootcamp Australia決選。

今日活動會場也安排展示新創團隊研發的新技術，以工業4.0、智慧製造為主題展示技術，吸引企業與新

創事業交流及洽談合作。今日參加的貴賓包含臺南市政府、資策會、成大、台科大、台灣日東、日商三菱

銀行、永豐銀行、中華開發、東宜科技、直得科技、正鉑雷射、澄茂企業、精誠集團、資誠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億載會、美國、澳洲與英國駐台辦事處、TAcc+等來自國內外產、官、學、研專家和企業代表，各

企業及新創在現場互動熱絡交流。

Rainmaking Innovation Taiwan成立南科創新卓越中心，招募有志於拓展國際巿場的新創積極參與輔導

計畫，自2020年3月開始在南科建構新創培育場域，協助新創公司加速成長，推動南科產創鏈結合作，也

攜手TTA、TAcc+、Fintech Space等單位挹注資源扶植在地新創事業，不但促成新創事業與在地企業及相

關單位的合作，也要協助新創事業在全球重要巿場中爭取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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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忠謀第二】亞裔人士任德儀資深副總裁 盧克修打破天花板

3小時前

盧克修對於台灣投資人來說，是個陌生的名字，但若與台灣半導體教父張忠謀相提並論呢？20多年前，盧克修是僅次於

在德州儀器能夠擔任到資深副總裁的亞裔人士。成功沒有秘訣，達爾集團總裁盧克修打破了外商公司的天花板，他說，

讓老闆對你有百分之二百的信任。」

盧克修是台灣台南土生土長的小孩，在台南唸書一直到畢業於成功大學電機系，當時的風氣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

盧回憶說：「我從沒有想過出國留學」，自己的爸爸媽媽不讓他去很遠的地方讀書，直到真正拿到了德州理工大學的獎

開始準備開始考托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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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克修以亞裔身分成為德儀資深副總裁，可以說是張忠謀第二。劉耿豪攝

盧克修說，上了成大電機系之後，每周五都有一個大考，沒想到第一年的大學新鮮人生活都在圖書館啃書度過，成大培

的理念即是「一步一腳印，不要好高騖遠。」所以成大畢業生是工業界的最愛用的人才。

一個布告欄，改變了盧克修的求學之路。盧克修說，「在大學第4年當時候，我專攻自動控制課程，在美國學術期刊IE

文。有天經過布告欄時，看到德州理工大學有位成大畢業的教授提供了一份獎學金，就這樣我申請成功拿到了獎學金

後，在美國一待就是超過40年的時間。

https://tw.appledaily.com/resizer/dIn87kQ9LSMG0OTtuf9ap4pXOgY=/5472x3648/filters:quality(100)/cloudfront-ap-northeast-1.images.arcpublishing.com/appledaily/PE5MYIN5RVHMFOBV2I4VZ7KV6I.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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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克修以亞裔身分成為德儀資深副總裁，可以說是張忠謀第二。劉耿豪攝

盧克修從德州理工大學的碩士學位畢業後，即進入到德州儀器工作，從測試生產線上的工程師做起，難得的是，盧克修

理工大學進修念博士，但他並沒有放棄工作。他說，「全職的工作、全職的學生」，每天睡不到6個小時的時間，整整

時間。

盧克修學生時期照片。盧克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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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克修年輕時照片。盧克修提供

盧克修感念地說，「德州儀器真正給我的，是如何學習在真正的工廠工作，不是坐在實驗室裡面。」盧在德儀的測試分

間之後，雖然已升上了經理，但他不滿於現況，決定請調到德儀總部達拉斯，可是當時同樣職等並沒有空缺，只有工程師

德州儀哭封測新廠啟用情形。盧克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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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一般人，不願意屈就低位。盧克修對於自己的目標非常清楚與堅定，他說，「我要到主流上，才可以成長，才有很

短視近利，我想要管理大的部分，我知道我要甚麼，儘管我屈就於工程師，但只要一有機會，就會被升遷了。」

果不其然，盧克修在1979年調到了德儀總部的達拉斯，此時他也成功拿到博士學位，加上先前經理管理職的歷練，

1985年一路升遷到亞太區總裁、全球資深副總裁。

盧克修也呼籲現在的年輕人，「不要因為一時屈就就不幹，要看到更遠的機會，知道你要甚麼，這樣往前走，不要擔心一

德儀在1970~1990年代培養了許多半導體人才，以張忠謀最為知名。盧克修說，從德儀出來的人都會把「誠信」當成

commitment（承諾），要有不怕苦、不怕難，去完成它的信念。第三，創新，做的東西一定要有價值，要有差異化。

有人說，亞洲人在外商公司都在天花板，盧克修則說，「我不能說，我沒有天花板，但誠信跟努力就可以達到，當時我

總裁兼執行長Tom Engibous，他對我有百分之二百的信任，只要我答應了，一定會做得得到。」

盧克修說，或許自己的英文能力不是這麼好，當老闆交代我事情的時候，我不見得懂，但我會直接問老闆，你要求的是

手了線性IC的部門，2年的時間內，年營收從2億美元翻倍至4億美元，讓老闆對我更加地放心。

「施比受更有福」，身為虔誠基督徒的盧克修也分享了一個小故事，盧克修回憶，當時有一個廠長，他大學沒有畢業，

那麼熟，我決定幫他做簡報，我不跟他搶功勞，盡心盡力把我所知道的交給他，所以他對我非常的好。

有天，這位廠長對我說，「我知道你有能幹，你會升上去，有一天，你會變成我的老闆，不要把我忘掉了！」意外的是

的高度評價，竟然成為我從小部門經理升遷到事業處經理的貴人之一。

懂得感恩的盧克修也非常感念當初讓他可以拿到德州理工大學獎學金的成大教授，因此，盧也以他個人與達爾公司的名

的獎學金，讓成大的學生可以到達爾的美國公司學習。

值得一提的是，盧克修在德州達拉斯成立了成大校友會，也在擔任德州儀器亞太區總裁的時候，成為成大電機系系友會

幾年前，成大電機系可是全台灣最大的系所，比台大電機系還要歷史悠久，迄今培育許多優秀的人才，像是台達電前董

宏董事長吳敏求、仁寶董事長陳瑞聰、台積電前副董事長曾繁城等均享譽電子科技、半導體業界。（楊喻斐／台北報導

盧克修小檔案

現任：達爾集團總裁暨執行長

出生：1946年10月12日，75歲

學歷：

成大電機工程系畢業

德州理工大學 (Texas Tech University) 電機工程碩士、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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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已婚、育有1女1子

經歷：德州儀器全球混合訊號與邏輯產品部門資深副總裁兼總經理、德州儀器全球記憶體事業部經理、德州儀器亞太區

創投基金合夥人、成大電機系校友會創辦人

資料來源：《蘋果》採訪整理

盧克修以亞裔身分成為德儀資深副總裁，可以說是張忠謀第二。劉耿豪攝

盧克修以亞裔身分成為德儀資深副總裁，可以說是張忠謀第二。劉耿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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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友善藥袋2.0，幫助民眾更清楚瞭解自己的藥品和用法

 2021.01.12　　 目擊新聞

想了解自己的藥物，可以從藥袋上的說明獲得，成大醫院藥劑部重新設計友善藥袋

2.0，幫助民眾更清楚瞭解自己的藥品和用法，除了將藥品的用法用量為放大粗體字，還
有藥師手繪卡通圖示，藥袋左上角則彙集看診科別等資訊，方便民眾整理目前使用的藥

品。

最近天氣變化，有位民眾氣喘又發作，時常喘不過氣，發現吸入劑根本噴不出藥，慌

張地到藥局諮詢窗口詢問。原來這位民眾匆忙返家，忘了諮詢藥師用法，回家試按許多

次，卻沒有半點動靜，懷疑拿到壞掉的吸入劑。現場操作後，藥師發現這位民眾將吸入

劑上下拿顛倒！

成大醫院藥劑部藥師鄭黃柏喻指出，像這樣對藥物用法不清楚的情況，時常在諮詢窗

口上演，為了讓民眾更清楚瞭解自己的藥品和用法，院方推出友善藥袋2.0，除了將藥品
的用法用量為放大粗體字，還有藥師手繪卡通圖示，如「黎明雞啼」代表早上、「星星

月亮」代表晚上，民眾都說「字變大了，還有圖片！很清楚！」。

鄭黃柏喻表示，藥袋右下角的QR Code，掃描後可以連結到藥劑部衛教單張及藥品資
訊，包括為什麼要使用、如何使用、注意事項等，內容有中英雙語版本，還可以語音朗

讀，文末可以連結相關疾病用藥介紹簡報或衛教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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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

南瀛生醫論壇29日登場
2021-01-13

英國在台辦事處科技處處長賴秀芳（右起）和組長陳泰伊、中華生技醫藥行業協會理事長陳建州及
副理事長王冠斌，一起合影。（中華生技醫藥行業協會提供）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第一屆南瀛生醫論壇」將於一月廿九日在台南舉行，邀產、官、學、政界共同參與，英國在台辦事處也將派官員參加，針對台灣醫療產業的發展給

予肯定外，也期盼藉此促進台英生醫產業交流與互惠活動，進而引進英國國內知名企業有關生技醫療、國防科技、金融科技、智慧城市等科技服務。

此論壇免費報名，歡迎一起推薦南台灣的醫藥界朋友參加！

南瀛生醫論壇由中華生技醫藥行業協會、台灣長照醫學會、工研院、台南市醫師公會、台南市南瀛藥師公會及中華日報等單位通力合作舉辦。邀請的

專家、學者皆屬各領域菁英，如科技部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主任梁勝富分享醫療照護智慧與創新；台灣長照醫學會理事長劉伯恩以專題分

析醫療養生新趨勢；台灣作業環境監測協會理事長張振平，和大家分享利用ＩＯＴ技術強化長照機構監控；還有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蔣榮先針對智慧醫

院作精闢分析。

主辦單位有感於各界對於未來ＡＩ醫療科技運用及產業發展之重視，藉由發起南瀛生醫論壇，增進醫療平權及對健康之重視，進而串聯北部醫療建構

為方向，並以南部ＡＩ醫療科技聚落圈為目標。同時也感謝台南市大家長黃偉哲的支持，並帶領衛生局及社會局參與，由於各方熱烈支持與贊助論壇

活動，主辦單位特別回饋提供各界免費報名參加，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ZdI4bi_bJpIdgyNjaJ1Bb6IO9N5spDkTzgkLolnvCqyhAPg/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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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南北醫療交流 第一屆南瀛生醫論壇1/29召開

台灣⻑照醫學會為平衡⻑照醫學南北的差距，特別於1⽉29⽇在台南舉辦｢第⼀屆南瀛⽣醫論壇｣，
台灣⻑照醫學會理事⻑劉伯恩表⽰，將串聯北部醫療機構及南部AI醫療科技聚落圈，以及英國在
台辦事處﹔共同聚焦硏討科技產業在未來⻑照場域的⾓⾊。本著關懷就醫平權的⼈⽂價值觀，期
與醫療團體結合，邀產、官、學、政共同參與，藉由論壇的發起，增進醫療平權及對健康的重
視，進⽽串聯北部醫療建構為⽅向，南部AI醫療科技聚落圈為⽬標。

南瀛⽣醫論壇是由中華⽣技醫藥⾏業協會、台灣⻑照醫學會、⼯研院、台南市醫師公會、臺南市
南瀛藥師公會，以及中華⽇報等單位通⼒合作舉辦。邀請專家、學者皆屬各領域的菁英，如科技
部⼈⼯智慧⽣技醫療創新研究中⼼主任梁勝富，分享醫療照護智慧與創新；台灣⻑照醫學會理事
⻑劉伯恩也以專題分析醫療養⽣新趨勢；台灣作業環境監測協會理事⻑張振平，分享利⽤IOT技術
強化⻑照機構監控；成功⼤學特聘教授蔣榮先，針對智慧醫院作精闢分析。

中華⽣技醫藥⾏業協會副理事⻑也是台灣⻑照醫學會南部辦公室主任王冠斌說，近期新冠肺炎疫
情對於國⺠健康及國家經濟，造成不⼀程度的影響；因此，此次論壇⽬的旨在喚起醫界、產業界
及⻑照界，對於未來因疫情所產⽣的問題，及⽬前我國亟待改善及增進的醫療環境、資源分配現

2021-01-13 11:37 經濟日報 楊連基

台灣⻑照醫學會理事⻑劉伯恩， 台灣⻑照醫學會／提供

讚 0 分享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1/01/13/2/11181583.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s%3A%2F%2Fmoney.udn.com%2Fmoney%2Fstory%2F5723%2F5170262&display=popup&ref=plugin&src=like&kid_directed_site=0&app_id=267846550050865


2021/1/13 串聯南北醫療交流 第一屆南瀛生醫論壇1/29召開 | 產學研訓 | 商情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3/5170262 2/4

象及可供對應的作為，邀請產、官、學、政共同參與，藉由此次發起的呼聲，喚起醫療平權、對
健康的重視，以及相對應作為，同時，分享智慧醫院創新數據與應⽤等。

此次論壇有感於各界對於未來AI醫療科技運⽤及產業發展，也感謝台南市政府⼤家⻑⿈偉哲的⽀
持，並帶領衛⽣局及社會局參與。近期，英國在台辦事處對於與台灣醫療產業的發展，除予以肯
定外，也期盼藉此促進台英⽣醫產業交流與互惠活動，進⽽引進英國國內知名企業有關⽣技醫
療、國防科技、⾦融科技、智慧城市等科技服務。此次論壇因各⽅⽀持與讚助，決定讓參與者免
費參加，以促進南部AI醫療科技聚落圈的發展。

王冠斌主任表⽰，⼀些歐美國家也⾮常肯定我們台灣在⻑照醫學的進展，特別是在⻑照醫學專科
認證的制度。因此，英國在台辦事處也將派員出席此次論壇研討會，並⼀起分享歐美在⻑照療護
的現況，希望籍著學術的交流能共同提升全球⻑照醫學的⽔準，進⽽達到造福全球⾼齡化⼈⼝的
⽣活品質的境界。

台灣⻑照醫學會南部辦公室主任王冠斌。 台灣⻑照醫學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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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照醫學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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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歲女右腿痠痛 竟是肉癌上身
最新更新：2021/01/13 11:35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3日電）52歲張姓女子因右腿痠痛就診，卻意外發現右腿

及肺部有腫瘤，成大醫院影像及切片證實，張女右腿軟組織肉癌合併肺部轉移。

成大醫院腫瘤醫學部腫瘤內科醫師黃盈慈今天指出，張女確診肉癌後，成醫決定跨部

門整合醫療資源，協調治療先後次序，先進行4次前導性化學治療，影像評估右腿及

肺部腫瘤確實縮小後，骨科和胸腔外科再進行右腿腫瘤和肺部轉移的切除手術。

目前張女術後調養中，後續將就右腿原發部位進行放射治療，以加強局部控制，並完

成化學治療療程，期能達到消除腫瘤的狀態。

黃盈慈表示，肉癌是惡性腫瘤中較少見的癌別，大約僅占1%，治療非常複雜，包括

手術切除、抗癌藥物及放射治療，需要多專科診療團隊共同會診，提供專屬治療計

畫，並減少與治療相關的併發症及後遺症。

肉癌分成「惡性骨腫瘤」和「軟組織肉癌」；惡性骨腫瘤較常見於兒童及青少年，主

要長在骨頭部位，尤其是上下肢的長骨或骨盆；軟組織肉癌一半以上發生在成年人，

身體任何部位都有可能，常見的是肢體、軀幹、頭頸及後腹腔。

黃盈慈說，肉癌種類非常多，大多數肉癌致病機轉不明，少數和遺傳、環境（輻射暴

露）等因素有關，常見轉移部位是肝臟和肺臟。

她提醒，若發現身上逐漸變大的不明腫塊，應尋求醫療評估，早期診斷及治療。（編

輯：陳仁華）11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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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膝痛勿輕忽　恐是股骨頭骨骺滑脫症
  2021-01-12 11:45:09  記者 陳聖璋 / 台南報導

11歲的許小弟因跌坐撞到左邊臀部，左膝卻開始疼痛，在診所照了髖部及膝部X光，並未發現特別的異狀；經過
1個月，左髖部開始疼痛，甚至無法行走。至成大醫院就醫，再次追蹤左髖部側位X光，發現許小弟的股骨頭骨
骺產生了滑脫，在接受股骨頭骨骺滑脫固定手術治療後，逐漸恢復正常生活，術後並沒有發生股骨頭壞死的情
形。

成大醫院骨科部小兒骨科醫師施建安指出，股骨頭骨骺滑脫症好發在青少年，危險因子包括肥胖、性腺與甲狀腺
問題的內分泌疾患，股骨頭骨骺滑脫症也有可能因創傷導致，發生率男高於女。

施建安說，可能是因為內分泌或賀爾蒙影響，此時處於較脆弱狀態的生長板，在體重過重的壓力下，再加上青春
期骨骼的快速成長，引發了生長板的分離；此時，骨骺端留在髖臼內，股骨頸卻是向前向外旋轉，引起了股骨頭
骨骺滑脫。

            

▲施建安醫師表示，髖關節的股骨頭骨骺滑脫症很容易被延遲診斷。 

（圖／成大醫院）

股骨頭骨骺滑脫症依據症狀發生的時間，可以分為急性（<3週）及慢性（>3週），根據滑脫的角度可以分為輕
度（<30度）、中度（30至50度）、重度（>50度）；再以滑脫後能否行走，區分為穩定型及不穩定型，不穩定
型的滑脫日後產生股骨頭壞死的風險可能高達50%。

施建安強調，不論滑脫的嚴重度與穩定性，一旦產生滑脫，即建議接受骨骺滑脫固定手術，以降低髖關節變形，
以及股骨頭壞死及退化性髖關節炎的情形。

股骨頭骨骺滑脫的發生原因尚不明確，事前預防並不容易，施建安表示，研究指出有高達50%，曾發生過單側骨
骺滑脫的兒童，在1年至1年半後，對側的髖關節也可能會產生股骨頭骨骺滑脫的情形。因此，對於年紀小於10
歲、肥胖的男童、三向輻射軟骨仍未關閉，以及有內分泌疾患的患者，在患側手術的同時，建議一併做預防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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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固定，以免未來產生滑脫，增加併發症風險。

施建安指出，髖關節的股骨頭骨骺滑脫症很容易被延遲診斷，是因為兒童髖關節問題很容易形成膝及大腿轉移
痛，主要是骨盆腔、大腿及膝蓋支配的感覺神經相互交通聯合，導致疾病初期會將髖關節較輕微的疼痛誤以為是
膝蓋或大腿傳來的疼痛，如許小弟一開始以為是左膝疼痛，直到較嚴重時，才會直接以髖關節疼痛來表現，而延
遲了疾病的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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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蔡清欽／台南報導】 2021/01/13

股骨頭骨骺滑脫原因不明預防不易

11歲的許⼩弟因跌坐撞到左邊臀部，因左膝疼痛，⽗⺟帶⾄在診所照X光沒有發現異狀；但
過了4個禮拜，左髖部也開始疼痛，甚⾄無法⾏⾛。⾄成⼤醫院照X光，才發現股⾻頭⾻骺
產⽣了滑脫，接受股⾻頭⾻骺滑脫固定⼿術治療後，逐漸恢復正常⽣活。

成⼤醫院⾻科部⼩兒⾻科施建安醫師指出，股⾻頭⾻骺滑脫症好發在⻘少年，危險因⼦包括
肥胖、性腺與甲狀腺問題的內分泌疾患，也有可能因創傷導致，發⽣率男⾼於⼥。

股⾻頭⾻骺滑脫症依據症狀發⽣的時間可以分為急性（⼩於3週）及慢性（超過3週），根
據滑脫的⾓度可以分為輕度（⼩於30度）、中度（30⾄50度）、重度（超過50度）；再以
滑脫後能否⾏⾛，區分為穩定型及不穩定型，不穩定型的滑脫⽇後產⽣股⾻頭壞死的⾵險可
能⾼達50%。

施建安表⽰，股⾻頭⾻骺滑脫的發⽣原因尚不明確，要事前預防並不容易。研究指出有⾼達
50%曾發⽣過單側⾻⾻后滑脫的兒童在1年⾄1年半後，對側的髖關節也可能會產⽣股⾻頭
⾻⾻后滑脫的情形。因此對於年紀⼩於10歲、肥胖的男童、三向輻射軟⾻仍未關閉，以及
有內分泌疾患的患者，在患側⼿術的同時，建議⼀併做預防性對側固定，以免未來產⽣滑
脫，增加併發症⾵險。

施建安醫師指出，髖關節的股⾻頭⾻骺滑脫症很容易被延遲診斷，因兒童髖關節問題容易形
成膝及⼤腿轉移痛，因⾻盆腔、⼤腿及膝蓋⽀配的感覺神經相互交通聯合，導致初期會將髖
關節較輕微的疼痛誤以為是膝蓋或⼤腿傳來的疼痛，家⻑應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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