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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府全民愛運動　成大推「動無礙」巡迴指導團
2021-04-07 下午 01:38 記者姜翔／綜合報導

↑成功大學連結各界共同推廣身障運動，「愛運動‧動無礙」計劃自即日起在臺南市3處開放
運動空間，以及4家安養機構，推出為期半年的專業訓練課程，提供安全健康的運動體驗。
（圖／成功大學提供）

國立成功大學與臺南市政府合作，打造友善運動空間，組成「愛運動‧動無礙」巡迴運動指導團，結合專

業師資與運動教練，分別在臺南市3個開放運動空間，以及4家安養機構推出為期6個月的專業訓練課

程，提供健康安全的運動體驗，傳達「我愛運動‧運動無礙」理念。

 

「愛運動‧動無礙」計劃主持人、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室助理教授黃鴻鈞表示，身心障礙者因缺乏運動造成

更高的健康風險，應更加注重建立他們的運動行為。計劃希望透過建構友善的運動空間以及提供專業課

程，有效提升身心障礙朋友運動意願，未來希望拓展更多台南偏鄉友善運動據點，讓更多身心障礙市民

享有公平的運動權利。

 

「愛運動‧動無礙」巡迴運動指導團4月3日在臺南一中體育館舉辦一日共識營暨開訓典禮，國立成功大

學副學務長張松彬表示，成大近年努力推廣落實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學校非常支持並肯定體育

室同仁對身障運動的投入，讓成功大學不僅走入社區，更顧及弱勢，發揮頂尖大學最大效益。

 

據內政部統計，2018到2019年臺南市身心障礙者漲幅約0.85%，總數呈現上升趨勢，需增設身心障礙

友善運動據點。黃鴻鈞表示，「愛運動‧動無礙」計畫以臺南市身心障礙者體適能中心為據點，結合永華

國民運動中心、臺南一中體育館、美善台江運動俱樂部、力躍運動健康管理公司，共同拓展大臺南身障

運動據點，目前已確定完成東區、中西區及安南區的據點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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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受限身體、心理、環境、社會風氣等多重因素，參與運動的人口比例不高。「愛運動‧動無

礙」計劃團隊顧問、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室副教授王駿濠表示，「心裡有愛，社會無礙」，團隊將用更多

愛心致力讓計畫順利進行。

 

自110年4月1日到10月30日，「愛運動‧動無礙」計劃推出每週2~6小時的多元共融或個人健身課程，

讓更多身障者可更方便、更容易、更願意地走進市民開放的互動場域，自在運動，希望能完成390小時

課程，觸及6800人次的參與。

 

顧及高齡身障者的運動權益，需解決交通不便的問題，「愛運動‧動無礙」計畫團隊規劃前往臺南永康區

廣善護理之家、慈善老人養護中之家以及歸仁區宜福護理之家、寶仁護理之家4家安養機構，進行每週1

小時的課程訓練與每個月1場「健康與知能」講座，讓高齡身障者同樣享有運動權益，提升自主健康能

力。

 

「愛運動‧動無礙」計畫團隊結合成功大學師資與國內外專家學者、運動教練、物理治療師、健身指導員

等組成專業運動團隊，課程前會同物理治療師進行身體評估，並規劃及建議可參與課程，隨時追蹤學員

上課情況與進度，將所得資訊定時傳達給課程教師，不斷更新與調整，確保學員能安全、健康、快樂又

有效率的進行運動課程。

 

團體課程類別包含：肌力與肌耐力、有氧運動、瑜珈、趣味性運動班與體驗營，個人課程含健身器材使

用教學。高齡運動包含：銀髮族體適能訓練、徒手或器材肌力訓練、體態雕塑、地板滾球、輪椅團體課

程等，內容會依參與者興趣調整。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i台灣訪視委員陳耀宏感謝各界推廣身障運動。臺南市身心障礙運動委員會蔡有仁主委

表示，推動身障運動雖然辛苦，但「一人健康，全家健康；一人快樂，全家快樂」，看到身障家庭因為

大家的投入而改善，一切就都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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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鳳梨酵素自己做 成大教授扮農業智庫

中國⾃3⽉禁我國鳳梨進⼝，台灣不僅各地興起⼀⽚搶救鳳梨⼤作戰外，餐廳、飯店、甚⾄企業都
紛紛響應台灣鳳梨購買，甚⾄⽇本⺠眾得到消息後，因感謝台灣在311⼤地震時的義舉，也以⾏動
⽀持台灣鳳梨，在學界部分，⻑期致⼒台灣農業發展的成⼤⽣命科學系蔣鎮宇教授，也利⽤課後
時間，教導⺠眾⽤鳳梨製作天然的鳳梨酵素，吸引不少⺠眾報名參加。

⻑期投⼊地⽅農業發展的成⼤⽣命科學系蔣鎮宇教授，常常主動發掘在地農業需求、解決問題，
所率領的USR實踐團隊，更實際協助地⽅農⺠透過輔導、導⼊技術、連結產銷兩端，有效提振當
地整體產業興榮，不但形塑其成為地⽅農業智庫，更成為地⽅社區及產業發展的重要推⼿。

以成⼤⽣科系蔣鎮宇教授所執⾏的台南市⼤溪北地區的智慧新農業計畫為例，其所研發微⽣物試
劑，有效解決稻作倒伏、稻熱病侵害及淹⽔等天災，所造成的⽔稻減產，協助農⺠降低損失。

⽽有鑒於台灣鳳梨有⾼達9成以上均外銷中國，⾃3⽉禁⽌我國鳳梨進⼝，鳳梨的銷售，更成為農
⺠⼼中說不出的痛，成⼤⽣命科學系蔣鎮宇教授表⽰，鳳梨中的酵素(Bromelain)，只存在於鳳梨
這種⽔果中，是種絕無僅有的珍貴蛋⽩酶，且不受極端PH值影響，在胃裡、在腸道裡，都能保持
良好活性。

2021-04-07 17:52 經濟日報 張傑 農業 

鳳梨頭具有很⾼的活性，且鳳梨⽪具有益菌，⺠眾只要在家⽤閒置的玻璃罐，就可以製作天然的鳳梨酵素。 張傑/攝影

讚 5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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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鎮宇教授也親⾃⽰範鳳梨酵素的做法，他說鳳梨頭具有很⾼的活性，且鳳梨⽪具有益菌，⺠眾
只要在家⽤閒置的玻璃罐，將鳳梨切⽚，均勻的從瓶底鋪疊，⼀層鳳梨、⼀層砂糖，只要常溫存
放保存25天，就可形成天然鳳梨酵素，此外，若鳳梨搭配蘋果⼀起製作，就變成了天然複合酵
素。

⽽根據營養師指出，鳳梨是少數建議在餐後⾺上吃的⽔果，可以幫助消化，因為如果太晚吃，除
了空腹對胃產⽣的刺激，若在睡前吃太多⾼糖份的⽔果，果糖和多餘的熱量，轉化成脂肪存在體
內，會很容易胖。

但其實鳳梨每100公克中，約含有1.4公克的粗纖維，富含⾼量的維他命Ｃ，是補充纖維的好選
擇。

⻑期投⼊地⽅農業發展的成⼤⽣命科學系蔣鎮宇教授（中），常常主動發掘在地農業需求、解決問題，成為地⽅社區及產業發展的重

要推⼿。 張傑/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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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要快！台南火車站新站啟用舊後站將

拆 成大人滿滿不捨

2021-04-08 12:32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配合台南鐵路地下化工程，台南火車站後站新站今

天啟用，舊站則在昨天半夜全面封閉，搭車民眾對

於新站的設施都相當滿意，特別是與舊站相比增加

了電梯，「終於像個現代車站了」；由於前後站的

人行地下道同時封閉，有些通行民眾搞不清楚，可

台南火車站後站的 新站今天啟用 ，早上 5點多就有 不少搭車民眾。圖／台南火

車站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81%AB%E8%BB%8A%E7%A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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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藉由免費的通行票，經過新站的天橋跨到前站，

詢問的人不少。

新站今天上午4點50分正式啟用，站內人員也特別

拍照留念，站方表示，舊站剛好位在地下化工程的

連續壁位置，必須盡速拆除，昨天晚上封閉後，應

該很快就會動工，想拍照留念的民眾動作要快。

新站位在舊站南側約80公尺處，而新舊之間則是市

府的人行地下道，過去不搭車但要往來前後站的民

眾都會通行，昨晚一併封閉後，今天早上不少想要

通行的民眾頻頻詢問，如果不走原來的地下道，前

後站要繞經民族地下道，走路可能要1、20分鐘。

火車站表示，非搭車的民眾可 在前站大廳內服務

台、後站在天橋上補票房索取免費臨時票證，經由

跨站天橋進出前後站。

網友對新站的反應相當不錯，在地臉書粉團「台南

式」，有不少人留言「有電梯真的太棒了，之前搬

嬰兒車出後站，真的是重訓」、但是也有人不太習

慣新站變寬敞後，相對前站到後站的距離也變得比

較遠「以前趕火車從後站很快，現在臨時站變大很

多了感覺會跑的很累」，還有民眾反應  「付費區感

覺空空的可以來點超商或者便當局美食」

還有不少人，特別是成大的學生，後站是大家共同

的回憶，對於舊站走入歷史，滿滿不捨，「台南車

站怎摸變這樣 滿滿的後站回憶」，搶著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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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站表示，新設臨時後站各項設施都大幅改善，

除了新設售票窗口、 自 動售票機及進出驗票閘門

外，各項指示標誌也加以更新並放大字體，另也新

增設3部無障礙電梯以提供行動不便、年長者、孕婦

及大型行李旅客等有需求的民眾使用者。

車站外圍的交通標線也重新繪設，重新規劃後站轉

乘與接送設施，在臨時後站門口規劃行人穿越道、

身障停車格位、機車臨停接送區及汽車臨停接送

區，讓民眾進出臨時後站更加方便安全。

台南火車站後站的 新站今天啟用 ，舊站在昨晚就全面封閉。

圖／台南火車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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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火車站後站的 新站今天早上 4點5 0 分 正式啟用 。圖／台

南火車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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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火車站後站的 新站今天早上近 5 時啟用 ，圖為第一位買

票的民眾。圖／台南火車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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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火車站後站的 新站今天啟用 。圖／台南火車站提供

台南火車站後站的 新站今天啟用 ，早上 5點多就有 不少搭車

民眾。圖／台南火車站提供

火車站 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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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oday新聞雲 > 生活 2021年04月08日 06:31

成大人的青春！台南後站今日拆除　上千人不
捨：承載異鄉人歸心

▲台南車站後站將拆除。（圖／翻攝自Facebook／台南式） 

記者崔子柔／綜合報導

台南後站在1977年時為了平衡前、後站區的發展而興建，因為鄰近成功大學，是

許多學生通勤的必經之地，也在此留下許多回憶，今（8）日將動工拆除後站，許

多民眾紛紛前往拍照，道出不捨之情。

隨著鐵路地下化工程進展，去年底開始興建臨時後站，如今終於竣工，將在今日

啟用，舊後站的拆除工程同時也將開始。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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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文勾起不少人回憶。（圖／翻攝自Facebook／台南式） 

台南當地Facebook粉專「台南式」就發文表示，「帶著感念與不捨，讓我們向這

座老車站說聲再見，感謝44年來的付出」，「不知道經歷了多少次旅客的送別，

這次就讓我們好好的為你送別吧」。

貼文至今超過2900次分享，不少網友紛紛留言表示，「我的青春歲月，還有懷孕

上班趕火車通車的日子，後火車站的陪伴好重要」、「台南後站，承載著異鄉人

台南式
16 小時前

珍重再見！台南車站後站的最後一天！

興建於1977年，至今已44歲的台南車站後站將於明天開始正式停用拆
除，未來後站運輸重任將由一旁的臨時後站擔綱起這項重任。

1977年，當時為了方便東區及附近學校師生，特別興建了這座規模不大
的後站，然而隨著台南市區逐漸東移擴張，後站空間漸漸不敷使用。雖
曾歷經一次改建但仍然不能滿足龐大的旅運需求，沒有電梯等設備長久
以來也遭人詬病。⋯⋯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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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 2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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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tainanstyle2020/posts/285015776605355
https://www.facebook.com/tainanstyle2020/posts/285015776605355
https://www.facebook.com/tainanstyle2020/posts/285015776605355
https://www.facebook.com/tainanstyle2020/posts/285015776605355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tainanstyle2020%2Fposts%2F285015776605355&display=popup&ref=plugin&src=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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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鄉心晟的故鄉門戶，謝謝你這四十四年來的付出」、「承載了求學、當兵、工

作等等滿滿的台南回憶」、「今天特別排假回來」、「以前提著大包小包時超級

賭爛那個樓梯，但現在卻開始懷念那種回家的味道了」。

▲▼網友留言道出不捨。（圖／翻攝自Facebook／台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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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了！ 成大人的青春與回憶 台南後站光榮引退

不少民眾來拍照留影，送別44年歷史的台南車站後站。（記者洪瑞琴攝）

2021/04/08 06:23

首次上稿 4/7 23:42 

更新時間 4/8 06:23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再見了！承載無數旅客時光記憶的台南車站後站，昨（7）日晚為最後一

夜，不少民眾前來拍照告別，為車站留下「功成身退」的歲月印記。

台南後站興建於1977年3月，當時為了平衡前、後站區發展，並分擔前站負荷，因後站位在前鋒路與

大學路交會口，鄰近成大學區，且不像前站圓環交通流量繁雜，成為年輕學子通勤及民眾上下班與接

送的主要出入口。

隨著鐵路地下化工程推進，臨時後站將於今日清晨正式啟用，後站與地下道將封閉拆除，昨晚是最後

一夜身影，吸引不少民眾來拍照，離情依依送別。

網友說，「大學的回憶掰ㄌ」、「以前讀書都是從後站進出，趕火車的場景回想起」；也有人回憶，

大一放寒假要回台北，約在後站一起搭車的高中同學驚呼：「妳的下巴是怎麼了？！我都認不出是妳

耶」（台南美食太多），真是懷念的青春與後站。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4/07/3492891_3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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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車站後站，昨晚末班車過後，最後1次「謝謝惠顧」正式告別。（記者洪瑞琴攝）

台南後站內部準備搬遷。（記者洪瑞琴攝）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4/07/3492891_1_1.jpg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4/07/3492891_4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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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育才每年不到百人 科技部：將培育低

軌5G衛星好手

2021-04-08 11:50  聯合報  / 記者潘乃欣／台北即時報導

立法院今天針對科技部擬定的太空發展法草案進行

詢答，朝野立委表示目前的草案「太空了」，人才

培育上尤其缺乏。立委林奕華引述教育部統計，近

三年各大學培育的太空人才都不到百人，建議科技

中央大學太空系數名教師帶領近3 0名年輕碩士生完成 人造衛星「飛鼠」。圖

為飛控團隊教學。圖／中央大學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OTIzMDg=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8%82%B2%E9%83%A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4%AA%E7%A9%BA%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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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參考近日二讀通過的「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

培育創新條例」，多與教育部合作。

立委萬美玲表示，109學年有關航空、航太的科系

不多，只有成功大學、淡江大學、逢甲大學、虎尾

科技大學和中華科技大學。學生總數少，且男女比

不均，男生明顯多於女生。

立委吳思瑤列出科技部和教育部各自整理「太空相

關科系名單」給立委，科技部版本列入陽明交通大

學機械系、中興大學電機系等，和教育部的版本不

同，呼籲兩部會積極整合，研擬育才策略。

科技部長吳政忠表示，科技部已和教育部展開討

論，國內太空發展將聚焦國際都在推的低軌道5G衛

星，其實所需人才遍布現有的工程領域科系。未來

擬和教育部討論，並推出一新的計畫，培育能整合

多項領域知識的人才，進攻低軌道5G衛星。

教育部 太空人 科系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A7%91%E7%B3%BB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8%82%B2%E9%83%A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4%AA%E7%A9%BA%E4%BA%B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A7%91%E7%B3%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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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太空發展法》審議 立委關注太空人才培育

2021-04-08 發佈 林宜箴 臺北

《太空發展法》 人才培育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今天(8號)審議科技部擬定的《太空發展法》草案，對於我國太空科技相關人才的培育，多名
立委表達科技部需與教育部合作，或是參考之前通過的產業創新條例，透過積極爭取廠商來共同培育人才。
 
之前行政院會通過科技部所提《太空發展法》草案，8號於立法院教委會審議中。《太空發展法》共6章、22條條文，
內容涵蓋宣示發展原則，符合國際太空法精神接軌國際；再來是規範太空活動，確保太空活動的權益與安全；並提到
設置發射場域，讓火箭發射場域合法安全；最後是促進產業發展，推動國家戰略產業。草案並尊重國際公約、參考外
國太空法的立法例，主要以「外太空條約」、「營救協定」、「責任公約」、「登記公約」和「月球協定」等5部涉及
太空法原則的國際條例為基礎 。
 

科技部部長吳政忠備詢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3%80%8A%E5%A4%AA%E7%A9%BA%E7%99%BC%E5%B1%95%E6%B3%95%E3%80%8B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4%BA%BA%E6%89%8D%E5%9F%B9%E8%8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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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立委林奕華、萬美玲所關心的航太人才培育，立委林奕華提到，國內目前跟航太有關的科系包括淡江大學航太
系、中央大學太空系、交大機械系、中興大學電機系、成大航太系與地科系、屏科大車輛工程系等，人才培育與產業
需求有落差。科技部部長吳政忠表示，太空科技人才是跨領域人才，航太、機械、通訊…等人才都需要。立委林奕華
建議可考慮之前通過的產業創新條例，積極爭取廠商投入人才培育行列。
 
立委萬美玲也建議對於太空人才培育，科技部應與教育部、經濟部合作，科技部部長吳政忠表示，像是我國B5G/6G通
訊衛星計畫，就是科技部、經濟部、教育部的合作，未來人才培育也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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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對比圖曝光！ 鄭明典盛讚福衛7號「貢獻令人激賞」

鄭明典上午分享氣象局製作的同化資料貢獻圖，其中福衛7號的表現在國際間非常突出。（擷
取自鄭明典臉書，由氣象局製表）

2021/04/08 11:35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前年6月成功發射的福衛7號現已順利運作，中央氣象局長鄭明典上午分享氣

象局製作的同化資料貢獻圖，其中福衛7號的表現在國際間非常突出，讓他不禁盛讚「貢獻度令人激

賞」，並將此歸功於國家太空中心的成就。

鄭明典上午在臉書PO出由氣象局製作、福衛7號在所有同化資料中的貢獻圖，並與各國衛星及傳統探

空等模式進行列項對比，他說，這張圖表可檢驗各類資料對電腦天氣預報模式結果的貢獻度。

鄭明典進一步表示，台灣福衛7號在造價僅占其他衛星不到1成的情況下，貢獻度卻可緊追其後，甚至

名列前茅，「其他作業中心也有類似評估數據，結論都類似，福7的貢獻度令人激賞」。

科技部今年稍早曾指出，目前全世界已有多個氣象中心與研究單位在使用福7提供的資料，其中台灣

的國研院太空中心、中央氣象局、中央大學和成功大學團隊，以及美國UCAR和NOAA轄下之科學團

隊，使福衛7號的資料發揮了最大的功用，除可降低整體天氣預報誤差約1成，也能提早預報颱風生

成，改善颱風預報路徑，並有效監測太空天氣變化。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4/08/php3accyv.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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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福衛七號衛星觀測的貢獻

這是國際通用的一種客觀評估數據，可以檢驗各類資料對電腦天氣預報
模式結果的貢獻度。
臺灣福衛七號的表現相當突出，它的造價相對於其他衛星低很多，不到
10%，但是貢獻度卻可緊追在後。其他作業中心也有類似評估數據，結
論都類似，福七的貢獻度令人激賞！
這張圖是100%氣象局製作~

369 8 23

鄭明典鄭明典
4 小時前4 小時前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4282055615138655&set=a.106191752725083&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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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mdc.cwb/posts/4282075548469995
https://www.facebook.com/mdc.cwb
https://www.facebook.com/mdc.cwb/posts/428207554846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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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科技

讚福衛七號 鄭明典：對天氣預報貢獻突出
最新更新：2021/04/08 11:07

氣象局長鄭明典8日表示，福衛七號造價較低，貢獻度相當突出，是國家太空中心的成就。圖為福衛七
號衛星軌道布署。（圖取自國家太空中心網頁www.nspo.narl.org.tw）

（中央社記者張雄風台北8日電）氣象局長鄭明典今天表示，由氣象局製作福衛七號

同化資料貢獻圖，雖然福七造價相對其他衛星低很多，但貢獻度卻相當突出；他也強

調「這是國家太空中心的成就」。

氣象局長鄭明典今天在臉書上分享由氣象局製作、福爾摩沙衛星七號（福衛七號）資

料在所有同化資料中的貢獻圖。他表示，這是國際通用的一種客觀評估數據，可以檢

驗各類資料對電腦天氣預報模式結果的貢獻度。

鄭明典指出，台灣福衛七號的表現相當突出，它的造價相對於其他衛星低很多，不到

10%，但是貢獻度卻可緊追在後；其他作業中心也有類似評估數據，結論都類似，福

七的貢獻度令人激賞。

他也在留言處再次強調，這是國家太空中心的成就。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i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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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台灣太空科技重要指標的福衛七號，在台灣時間2019年6月25日於美國佛羅里達

州甘迺迪太空中心，搭乘美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的獵鷹重型火箭

（Falcon Heavy）發射升空，抵達720公里的暫駐軌道，經過1個月的健康檢查和18

個月的轉換軌道操作，今年2月完成任務軌道的布署。（編輯：陳政偉）1100408

臺灣福衛七號衛星觀測的貢獻

這是國際通用的一種客觀評估數據，可以檢驗各類資料對電腦天氣預報
模式結果的貢獻度。
臺灣福衛七號的表現相當突出，它的造價相對於其他衛星低很多，不到
10%，但是貢獻度卻可緊追在後。其他作業中心也有類似評估數據，結
論都類似，福七的貢獻度令人激賞！
這張圖是100%氣象局製作~

435 10 26

鄭明典鄭明典
7 小時前7 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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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mdc.cwb%2Fposts%2F4282075548469995&display=popup&ref=plugin&src=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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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mdc.cwb/posts/428207554846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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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偏鄉4個21歲年輕人，讓微型衛星減重省電20％，「球型馬達」
6月搭SpaceX上太空測試

前後兩任世界⾸富：亞⾺遜創辦⼈⾙佐斯（Jeff Bezos）和特斯拉創辦⼈⾺斯克（Elon Musk）都
有太空夢，沒想到台灣也有太空領域的新創，靠創新讓微型衛星（Microsatellite，指⼀百公⽄以
下的衛星）有望省下約20％的體積重量和耗電量！

這家台灣太空領域的新創是張量科技，研發的「球型⾺達」（Spherical Motion）正是讓微型衛星
更輕、效率更好的祕密武器。預計6⽉，張量科技的球型⾺達控制系統⼜將和SpaceX合作夥伴、
波蘭衛星商SatRevolution⼀起搭著SpaceX發射⽕箭上太空驗證。

由於每發射1公⽄的衛星上太空，約須花費300萬元新台幣，如何降低重量、耗電量，讓衛星更有
效率完成任務，便成了商機所在。過去1顆衛星，通常要⽤到3顆以上的單軸⾺達，各朝X、Y、Z

三個⽅向旋轉產⽣機械能；反觀球型⾺達只要裝上⼀顆⾺達，⼀次就能在3軸上任意轉動、控制衛
星⾓度，有助衛星上⾺達的體積重量、耗電量，⽐傳統衛星⾺達減重三分之⼆（編按：整體衛星
還有其他零件，因此約減少20％重量和耗電量）。

就讀偏鄉校 ⾼⼀開始做實驗

「我們也是看到現在衛星裡⾯，體積⼩不下來就是那個⾺達。」說這話的，是台⼤電機系輟學的
張量科技共同創辦⼈暨執⾏⻑顏伯勳，「全球沒⼈推出這產品，我們算是第⼀個。」

2021-04-07 15:50 今周刊 文 / 萬年生 太空 

攝影-吳東岳

讚 4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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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量科技鎖定的利基市場商機，吸引群聯電⼦董事⻑潘健成、全台最⼤天使投資社群識富天使會
投資。識富天使會聯合創始⼈⿈冠華觀察，張量科技4位創辦⼈平均年齡不到21歲，是新創公司超
年輕、極度聰明腦袋的代表。「還沒有⼤成績，已經獲得滿⼤關注。」他透露，美國幾家太空公
司想要進⼀步接洽，「有極⼤可能性改變產業結構。」

顏伯勳在內的4個年輕⼈，都來⾃嘉義偏鄉學校協同中學，在⻘澀的16歲⾼⼀時期，⼀起參與科學
⼈才培育計畫，在成⼤電機系實驗室做研究。當時，成⼤幫太空中⼼做單軸⾺達，4⼈⼀同參與該
計畫，開始接觸太空⽤⾺達，其後看到⾞廠⼀⽀⾏駛⽅向可360度旋轉的球型輪胎概念⾞動畫影
⽚，給了他們投⼊球型⾺達研發的點⼦。

球型⾺達研發中，最難的是磁場設計和⾺達驅動，同時要想辦法讓體積愈來愈⼩、效率愈來愈
好，其中機構、電路、韌體、軟體都居關鍵，4⼈剛好各司其職。

從2016年、4⼈⾼⼀時開始研究算起，歷經5年多，張量科技的球型⾺達產品已進⼊第8代。

睡⼯廠磨產品 進化到第⼋代

「沒有那種靈機⼀動，突然問題就解決。」張量科技共同創辦⼈暨技術⻑李尚融解釋，第1代就是
簡單看⼀顆⾺達到底能不能多⽅向轉的基本概念驗證；2、3代開始嘗試不同結構、不同電路設計
的⾺達，「做第2代的時候，⾄少在⼯廠睡地板睡了兩個⽉，起床就做、睡前也還在做。」第4代
之後，團隊真正聚焦在衛星上，其後每代都再針對產品優化，試圖做到更⼩、更輕、更省電、結
構更可靠。

在開發太空產品週期的技術就緒指標（TRL，分1到9級）中，張量科技的球型⾺達現已達到TRL7

的成績，也就是完成了模擬太空情況震動、輻射和熱真空等地⾯測試。「我們是⽬前全球唯⼀到
TRL7的球型⾺達。」李尚融說，TRL7到8的階段，就會有客戶開始接觸評估。果然，張量科技近
⽇參加CES線上展，就獲歐洲衛星系統商ISIS Space洽談。

「今年6⽉上太空，算是8；太空上運轉三年沒發⽣任何fail（失敗），那是9。」顏伯勳透露，全
球研發球型⾺達都在學術單位，張量科技則有台灣、美國專利，以及⾄少兩年起跳領先時間差的
優勢。

放眼看去，張量科技在全球傳統太空⽤⾺達的競爭對⼿⾄少有4家，分別來⾃歐美和南⾮，「這幾
家都已經算是TRL9，我們算是從後⾯開始追。」他不諱⾔，原本張量科技只賣球型⾺達，後來發
現商⽤客戶要的是⼀套解決⽅案，於是開始做太陽、磁場⽅向感測器等輔助元件，並搭配演算
法，提供整套要價7萬美元的衛星「姿態控制系統」。

「這價錢在太空產業來說，算中位數。」顏伯勳強調，當客戶⼀直追求⽤更低成本獲取更多資
料、更⾼獲利，這是張量科技的機會，「我們優勢不是價格，⽽是性能、績效跟競爭對⼿⼀樣，
但體積重量跟耗電量是別⼈的三分之⼀。」多出的空間，可供相機、網路通訊等⽣財⼯具運⽤；
省下的電⼒，則可讓衛星⼯作時間延⻑、做更多事。

只不過，張量科技要真正讓衛星客戶買單，重中之重還是實際上太空後的產品可靠度。這家台灣
新創能否通過太空環境的嚴峻考驗、真正替全球太空產業做出貢獻，6⽉就將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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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21歲年輕人讓微型衛星減重省電20％「球型馬達」6月搭SpaceX上太空
新頭殼newtalk | 文/今周刊

發布 2021.04.07 | 16:22

前後兩任世界首富：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Jeff Bezos）和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都有太空夢，沒想到台灣也有太空領域的新創，靠創新讓微型

（Microsatellite，指一百公斤以下的衛星）有望省下約20％的體積重量和耗電量！

這家台灣太空領域的新創是張量科技，研發的「球型馬達」（Spherical Motion）正是讓微型衛星更輕、效率更好的祕密武器。預計6月，張量科技的球型馬達

和SpaceX合作夥伴、波蘭衛星商SatRevolution一起搭著SpaceX發射火箭上太空驗證。

由於每發射1公斤的衛星上太空，約須花費300萬元新台幣，如何降低重量、耗電量，讓衛星更有效率完成任務，便成了商機所在。過去1顆衛星，通常要用到

馬達，各朝X、Y、Z三個方向旋轉產生機械能。

反觀球型馬達只要裝上一顆馬達，一次就能在3軸上任意轉動、控制衛星角度，有助衛星上馬達的體積重量、耗電量，比傳統衛星馬達減重三分之二（編按：

他零件，因此約減少20％重量和耗電量）。

就讀偏鄉校 高一開始做實驗

「我們也是看到現在衛星裡面，體積小不下來就是那個馬達。」說這話的，是台大電機系輟學的張量科技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顏伯勳，「全球沒人推出這產品

個。」

張量科技鎖定的利基市場商機，吸引群聯電子董事長潘健成、全台最大天使投資社群識富天使會投資。

識富天使會聯合創始人黃冠華觀察，張量科技4位創辦人平均年齡不到21歲，是新創公司超年輕、極度聰明腦袋的代表。

「還沒有大成績，已經獲得滿大關注。」他透露，美國幾家太空公司想要進一步接洽，「有極大可能性改變產業結構。」顏伯勳在內的4個年輕人，都來自嘉

中學，在青澀的16歲高一時期，一起參與科學人才培育計畫，在成大電機系實驗室做研究。

當時，成大幫太空中心做單軸馬達，4人一同參與該計畫，開始接觸太空用馬達，其後看到車廠一支行駛方向可360度旋轉的球型輪胎概念車動畫影片，給了他

達研發的點子。

球型馬達研發中，最難的是磁場設計和馬達驅動，同時要想辦法讓體積愈來愈小、效率愈來愈好，其中機構、電路、韌體、軟體都居關鍵，4人剛好各司其職

人高一時開始研究算起，歷經5年多，張量科技的球型馬達產品已進入第8代。

嘉義偏鄉4個21歲年輕人讓微型衛星減重省電20％。    圖：今周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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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工廠磨產品 進化到第八代

「沒有那種靈機一動，突然問題就解決。」張量科技共同創辦人暨技術長李尚融解釋，第1代就是簡單看一顆馬達到底能不能多方向轉的基本概念驗證。

2、3代開始嘗試不同結構、不同電路設計的馬達，「做第2代的時候，至少在工廠睡地板睡了兩個月，起床就做、睡前也還在做。」第4代之後，團隊真正聚焦

後每代都再針對產品優化，試圖做到更小、更輕、更省電、結構更可靠。

在開發太空產品週期的技術就緒指標（TRL，分1到9級）中，張量科技的球型馬達現已達到TRL7的成績，也就是完成了模擬太空情況震動、輻射和熱真空等

「我們是目前全球唯一到TRL7的球型馬達。」李尚融說，TRL7到8的階段，就會有客戶開始接觸評估。果然，張量科技近日參加CES線上展，就獲歐洲衛星

Space洽談。

（本文由《今周刊》授權轉載，詳細內容請參閱第12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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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屋民眾熱度不減 千萬元內大樓為主流

16小時前

成功大學校區寬廣，緊臨台南火車站，租屋市場成熟，吸引不少投資人。資料照

不管政府如何打炒房，目前熱錢多、利率低的市場，民眾進場買房置產的熱度始終

不減。根據《樂屋網》統計，3月訪客及預約看屋數皆較2月成長2成，年增約2

成、5成。而六都的熱門住宅，台北市買方偏好挑高套房，預算1000~2000萬元；

其他五都以500~1000萬元的買房預算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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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買方偏重商圈，如一中、逢甲、黎明商圈的大樓最受歡迎。資料照

圖片來源 : 蘋果新聞網

《樂屋網》統計3月訪客數量，相較2月與去年同期皆成長2成以上；預約看屋數月

增23%，年增率更高達49.7%，顯示即便面對房地合一2.0草案出爐，自住、投資

買方預約看屋不受影響。

觀察3月六都熱門住宅類型，台北市買方鎖定1000~1500萬元、1500~2000萬元的

低總價帶的公寓、大樓，尤以挑高類型的套房，需求大幅提升。

大家房屋企劃研究室副理郎美囡分析，套房總價低較好入手，挑高在裝潢上可以疊

出上下空間，運用靈活性高，也不會侷限於權狀坪數，因此受青睞，但仍須注意挑

高樓層不宜超過室內坪數的一半，否則會有適法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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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看屋年增近5成。樂屋網統計

圖片來源 : 蘋果新聞網

其他四都的買房預算為500萬~1000萬元，其中新北市買方較喜愛三重區、中和

區、新莊區等區的2~3房大樓；桃園市買方特別關注學區相關住宅，尤以中壢、桃

園、平鎮等人口稠密區的大樓最受青睞；台中市買方偏重商圈，例如一中、逢甲、

黎明商圈的大樓最受歡迎。

永康為台南房市熱區。唐郡威攝

圖片來源 : 蘋果新聞網

台南市的買方找房熱門區為永康區、東區、北區為主，其中以大樓、透天各有支持

者，其中較多買方以「成大」為主要訴求，期望找周遭的大樓，或整棟透天做投資

收租。

中信房屋台南小北加盟店店長薛博仁表示，成功大學的日、夜間部加起來共2~3萬

人，租屋市場需求大，位於東區，鄰近火車站和高速公路，套房價格150~3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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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均價在200萬元上下；若預算有限，可串連到永康一帶，套房較便宜只需100

多萬元。

文山特區消費採買以澄清路及青年路為核心。資料照

圖片來源 : 蘋果新聞網

高雄市的買家特別關注文山特區的住宅，《樂屋網》指出，文山特區橫跨三民與鳳

山兩大行政區，鄰近澄清湖、長庚醫院等，商圈成熟，生活機能完善，加上捷運開

發議題，近年房價攀升，指標新建案進駐，更帶動周遭中古屋熱度，該區5~20年

中古大樓最多，開價從每坪18~26萬元不等。（林佩萱／高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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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臨床醫學研究中心研究型主治醫師、感染症
專科李青記醫師。

研究型感染科主治醫師到底在忙甚麼？ 發燒，不一定只是感
冒；不明的發燒可能是感染症上身

／

2021/4/8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右側腰

痠，是腰扭傷？從事高科技業的陳小

姐，平日長時間在無塵室工作，因為

無塵衣不便，因此一直有憋尿的習

慣，某日突然覺得右側腰痠，起初自

以為是腰部扭傷，於是到國術館尋求

民俗療法，但腰痛不減反增，直至晚

上突然畏寒、高燒，服用成藥後仍感

不適，隔天至成大醫院感染科門診就診，診斷為急症腎盂腎炎。
 

 34歲曾先生是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無慢性病病史，也無不良嗜好；3天前突然發

燒，先至附近診所求治，吃藥後有稍微退燒，但還是斷斷續續的發燒；昨天由於右

小腿疼痛至該診所就診，因診斷為蜂窩性組織炎而轉至成大醫院感染科門診求診。
 

 58歲楊先生是個退休公務員，平日的興趣就是園藝，也喜歡去爬山健行。2星期前

就因發燒至台南某地區醫院住院接受檢查與治療，但由於發燒與肝功能持續惡化，

便轉至成大醫院感染科門診求治，由於身上出現紅色斑狀丘疹而診斷為恙蟲病，在

投予適當抗生素後症狀即獲得改善。
 

 成大醫院臨床醫學研究中心研究型主治醫師、感染症專科李青記醫師表示，感染

症不但種類繁多，且病患間症狀差異極大，處理每一位發燒病患時，感染科醫師都

必須像偵探般一一收集其臨床線索來下診斷，就像上述這3種感染症一樣。
 

 正因為這些疾病常見，李青記醫師認為除了診斷與治療，更要教育民眾去預防疾

病下一次的發生。以陳小姐的急症腎盂腎炎為例，發病原因大都是上行性的尿路感

染所引起的，也就是細菌經由尿道逆行至腎臟產生的感染。因為女性尿道較短且尿

道口與肛門口非常接近，因此較男性容易發生，如果還有尿路結石或腫瘤造成阻

塞、糖尿病控制不佳、水喝太少或是常憋尿，這些都是常造成急性腎盂腎炎原因。
 

 蜂窩性組織炎也是一種常見的皮膚與軟組織感染症，坊間往往以訛傳訛，認為此

症需要開刀治療；一般來說，蜂窩性組織炎往往只須有效的抗生素治療即可痊癒，

除非延誤治療或病患免疫力不佳而演變到嚴重的軟組織深部感染，才需要外科治

療。對於罹患蜂窩性組織炎之病患，一定要檢查其染病部位的皮膚完整性，下肢水

腫、傷口與足癬等，都是常見造成蜂窩性組織炎的原因。
 

 恙蟲病也是社區中相當出名因昆蟲叮咬的感染症，其症狀相當多樣化，包括高

燒、頭痛、背痛、盜汗、淋巴結腫大、紅色斑狀丘疹與肝功能異常，亦可能併發肺

炎；恙蟲喜歡生長在樹叢與雜草尖端，尤其是高溫多雨的地區，所以必須提醒喜好

戶外活動的民眾，在雨後高溫前往郊外時，盡可能不要進入草叢區，必要時要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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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袖衣褲，或塗抹驅蟲藥劑，以避免被恙蟲叮咬。

 李青記醫師表示，醫師除了臨床醫療工作之外，也會針對臨床實際遭遇問題，進

行學術性的研究，以追根究柢。如急性腎盂腎炎合併菌血症時是否需住院治療？是

否可以用口服抗生素治療成功？用較短期的抗生素治療可否達到較好的預後？這些

與病患切身相關的問題，其研究成果都已發表在國外學術期刊。李醫師相信，藉由

這些研究成果，都可以改善醫療照顧品質，嘉惠病患。

 成大醫院臨床醫學研究中心於1998年成立，職掌院內計畫和論文發表相關業務、

核心實驗室的管理與辦理提升院內研究動能之各項活動，目前更積極推動以電子病

歷系統為架構的大數據研究。

 在國內外醫學期刊發表逾百篇論文、臨床數據分析與研究經驗相當豐富的李青記

醫師指出，擔任研究型主治醫師的他，主要在該中心負責推動臨床研究工作，協助

年輕醫師參與臨床研究，同時也包括作為其他有意跨院研究合作或舉辦相關研討會

醫院的聯絡窗口。

 李青記醫師也規劃了一系列的「智慧醫療課程」研討會、推動「萌芽計畫」的建

置、建置「論文與計畫諮詢」管道等。2021年也針對「大數據研究」、「精準與轉

譯醫學研究」與「智慧（AI）與創新醫療研究」，規劃「醫學論文寫作精進課程」，

藉由專家們的論文寫作與投稿之經驗與技巧分享，協助院內醫師與醫事人員發表國

際性學術論文，以期提升病患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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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發燒不退 醫師：勿自服成藥、當心感染

症上身

2021-04-07 22:26

李青記醫師提醒，民眾遇發燒時，勿自買成藥服用，應先就醫。（成

大醫院提供）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從事高科技業的陳小姐長時間在無塵室工

作，因為無塵衣穿脫不便，她一直有憋尿習慣，某日突然覺得右側腰

痠，原以為是腰扭傷，到國術館尋求民俗療法，但腰痛卻不減反增，

直到晚上突然畏寒、發高燒，服用成藥後仍感不適，隔天到成大醫院

感染科就診，診斷是急症腎盂腎炎。

34歲曾先生是上班族，無慢性病史、也無不良嗜好；幾天前突然發

燒，先到附近診所求治，吃藥後有稍微退燒，但仍然斷斷續續發燒，

又因右小腿疼痛到該診所就診，診斷是蜂窩性組織炎轉到成醫感染科

求診。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1/04/07/php5FPgK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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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感染科研究型主治醫師李青記說明，感染症不但種類繁多，

且病患間症狀差異極大，處理每1位發燒病患時，感染科醫師都必須

像偵探般一一收集其臨床線索來下診斷，就像上述感染症一樣。正因

為這類疾病常見，他認為除了診斷與治療，更要教育民眾預防疾病下

一次的發生。

李青記指出，陳小姐的不適症狀是上行性尿路感染引起的，也就是細

菌經由尿道逆行到腎臟產生的感染。因為女性尿道較短且尿道口與肛

門口很接近，較男性容易發生，如還有尿路結石或腫瘤造成阻塞、糖

尿病控制不佳、水喝太少或常憋尿，這些都是常造成急性腎盂腎炎原

因。

李青記表示，民眾遇到發燒，不一定就是感冒，有些不明的發燒可能

感染症，面對發燒症狀，首先要量體溫，再看所處的四周環境（是否

不通風、過於悶熱引起？），如確認有發燒情形，先到社區診所求

診，經診所治療後發燒仍未改善，再轉診到大型醫院查明發燒原因，

總之在發燒時不宜自行買成藥服用、記得要多喝溫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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