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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中心「粽香慶端午」與外籍生一同包粽縫香包。

「粽香慶端午」成大華語中心與外籍生一同包粽縫香包

孫宜秋／南市

2020/6/26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農曆五

月初五端午節，划龍舟、吃粽子在台

灣再熟悉不過了，對於外國人來說卻

是非常特別的傳統節日。成大華語中

心24日舉辦「粽香慶端午」活動，讓

來台灣學中文的外國學生體驗華人三

大節慶之一的端午節。活動包含包粽

子及縫製香包，透過活動體驗在地文化，讓外國學生能感受過節氛圍。現場三位老

師介紹粽子原料、示範包粽子，再逐一細心教導，讓外籍生掌握訣竅，學會「包

粽」！

 華語中心邀請張乃彰、黃吳菊、黃素芬三位老師教外籍學生包粽子。大家一手拿

著粽葉，一邊聽老師講解食材與示範技巧，「這是粽葉，我們用的是桂竹的葉子，

旁邊這是先用紅蔥頭炒香的糯米，還有鹹蛋黃、香菇、花生以及豬肉。」老師用手

比出「七」簡單手勢，教導學生如何掌握訣竅，捲起粽葉，將食材完整包覆。老師

更特別叮囑，利用棉繩綁粽子，一定要用力拉緊，才不會讓它在蒸煮時鬆脫散開。

 來自法國的韋愛琳與湯明世，來台學習中文9個月。第一次包粽子的韋愛琳表

示，剛開始包粽子覺得要把粽葉捲起來有一點困難，不過老師都在旁邊協助，很高

興順利完成。韋愛琳與湯明世都是第一次吃粽子，嚐了粽子後說，法國沒有粽子，

第一眼看到食物用葉子包起來很神奇，聞起來很香，口感特別、會想再吃。

 配戴香包有辟邪、驅蟲、驅瘟、保平安之意，是端午節傳統習俗之一，除了體驗

包粽的樂趣，外國學生還可以動手縫製獨一無二的香包。來自日本的鈴木遙奈表

示，來台灣將近8個月，對於台灣的歷史與文化很感興趣，剛剛聽聞香包可以驅

蟲、保平安，覺得很有趣，能自己動手做感覺特別有意義。

 除了精彩的體驗活動以外，活動現場兩旁走廊也展示節慶海報，介紹端午節的由

來及相關習俗，如配戴香包、吃粽子、划龍舟等習俗背後的文化意涵，讓外籍學生

能跳脫教材去認識華人傳統節慶，感受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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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外籍生 體驗包粽樂趣
2020-06-25

成大華語中心外籍生動手體驗包粽子。（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華語中心二十四日舉辦「粽香慶端午」活動，讓來台灣學中

文的外籍生體驗包粽子和縫香包，感受過端午節的過節氣氛。來自法國

的韋愛琳與湯明世都是第一次吃粽子，他們說，法國沒有粽子，第一眼

看到食物用葉子包起來很神奇，吃起來的口感特別且很好吃。

 成大華語中心昨天邀請張乃彰、黃吳菊、黃素芬三位老師教外籍學生

包粽子，現場外籍生一手拿著粽葉，一邊聽老師講解食材與示範技巧。

老師用手比出「七」簡單手勢，教導學生如何掌握訣竅，捲起粽葉，將

食材完整包覆，並特別叮嚀用棉繩綁粽子一定要用力拉緊，蒸煮時才不

會鬆脫散開。

 來自法國的韋愛琳與湯明世，來台學習中文已經九個月。韋愛琳說，

她是第一次包粽子，剛開始包粽子覺得要把粽葉捲起來有一點困難，不

過老師都在旁邊協助，很開心順利完成。

 除了體驗包粽的樂趣，外籍生還動手縫製香包。來自日本的鈴木遙奈

表示，來台灣將近八個月，對於台灣的歷史與文化很感興趣，聽說香包

可以驅蟲、保平安，覺得很有趣，能自己動手做感覺特別有意義。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0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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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鐘就能辨認 成大材料系團隊研發出新冠病毒

快篩

2020-06-29 14:15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團隊，利用奈米陷阱捕捉病毒，同時搭

配「熱區聚集試片」，進一步放大病毒訊號，只要1分鐘就能

檢測新冠肺炎病毒，這項新技術已獲選為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

計畫，將投入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片開發，團隊並計畫再研發

檢驗車，隨時開到需要的地方提供檢疫。

成 大材料系團隊右起廖峻德教授、研究生徐泓鉦、博後研究員李含、研究生劉芷雲，研發

新型的 新冠肺炎病毒快篩方式。圖／成 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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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6%B0%E5%86%A0%E8%82%BA%E7%82%8E


2020/6/29 1分鐘就能辨認 成大材料系團隊研發出新冠病毒快篩 | 我嚴防新冠肺炎 | 要聞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14/4666277 2/4

科技部工程司於4月公開徵選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全國大專校

院、研究機構等，針對檢疫、預防、治療、設施等防疫面向，

共提出約500件計畫申請案，僅7件獲選。廖峻德團隊預計在半

年內，建立起新冠病毒各項圖譜資料庫，並完成檢疫設施、可

四處支援檢疫的檢疫車等原型。團隊已規劃與成大醫學院、成

大醫院攜手跨域合作，再次讓世界看見成大、看見台灣的防疫

能量。

校方表示，今年4月在材料系大三「生物科技概念」課堂上，

廖峻德向學生談到材料、防疫等議題，當時學生都不覺得材料

工程與醫學、防疫會產生關聯，不久，科技部向全國徵求防疫

相關計畫，廖峻德決定提案爭取，所提的計畫案「利用增顯病

毒包膜的拉曼特徵峰強度進行快篩」在全國眾多提案中脫穎而

出，再次證明材料應用領域的廣泛度。

病毒極為微小，約100奈米左右大小，廖峻德教授主持的生物

醫學應用實驗室，早在2009年至2012年即以「奈米抓奈米」的

構想，投入製作奈米陷阱捕捉病毒的相關研究。設計出有多個

奈米漏斗型孔洞的試片，病毒掉入只能進不能出，即使只有1

顆病毒也抓得到。

抓到的病毒，只需測病毒的外包膜化學結構，即可判定是何種

病毒，也能辨識是活病毒、死病毒或是變異病毒。開發的試片

已在H1N1禽流等、SARS、流感等7種病毒的研究上獲得驗

證，並於2012年取得專利。

另外，團隊也考量到，萬一病毒未如預期掉入試片上的孔洞等

問題。2019年廖峻德又率學生開發出全新的「熱區聚集試

片」，透過雷射光照射試片，試片上的熱區若有目標病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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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儀器的訊號就會增強、放大。奈米孔洞試片、熱區聚集試片

同時檢測，1分鐘內就能確定。

目前檢測病毒，多採核酸檢測方式，藉由核酸定序及分子偵測

技術，讀出病毒的核醣核酸，整個程序最快約需4 小 時 。而

且，昂貴的設備也不能隨意遷移。廖峻德表示，自己帶領博後

研究員李含、研究生徐泓鉦、劉芷雲、菲律賓博士生Jaya Sitj

ar，預定在半年內建立起新冠病毒的拉曼光譜圖譜資料庫，奈

米陷阱試片搭配熱區聚集試片，抓到的病毒，同步檢測病毒外

包膜並與圖譜資料庫做比對，1分鐘內就快篩出新冠病毒。

為了爭取快篩的最大效益，廖峻德團隊最終目標在建立起檢疫

車，需要時將檢疫車開到目的地提供服務，或是緊急建置快篩

設備。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世界各國都擔心境外移入帶來威

脅，若能在機場、港口建置檢疫設備，或將防疫車開來就近支

援，把關會更有效率。團隊將在半年內設計出原型車、現場緊

急設備原型，也期盼未來能獲得更多的支持，將實驗室的研究

成果、防疫車等理念真正落實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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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團隊，研發新型的新冠肺炎病毒快篩方式。圖／成

大提供

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團隊，研發新型的新冠肺炎病毒快篩方式。圖／成

大提供



2020/6/29 台灣數位新聞台/民時新聞Taiwan Digital News

www.enewstw.com/City01.asp?ItemID=83096 1/2

附件

創造擬真教學 成大醫學院「人工智慧虛擬實境教室」啟用
孫宜秋／南市

2020/6/25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VR（虛

擬實境）技術，有助於理解自然奧

密、艱澀難懂的科學。成功大學在醫

學院建置南台灣第一個虛擬實境教

室，6月24日揭牌。該教室目的在利

用高科技，積極創造擬真教學，提升

教學與學習成效。人體解剖學是醫學

院各科系學生都需學習的課程，將優先導入虛擬實境教學。也將鼓勵師生製作虛擬

實境教案。醫學院還規劃未來與成大理工等領域合作，研發更逼真的互動式虛擬實

境教材，配合人工智慧的運用，發展精準醫療，培育新一代的醫療人才。

 「人工智慧虛擬實境教室」位於成大醫學院2樓205教室，設備包括3D器官解剖

教學軟體、取代傳統黑板可用於即時教學或講解的75吋大型螢幕、360度攝影機、

電腦設備、VR頭盔等，日後將再視需求添購更精細的儀器與設備。校長蘇慧貞、

醫學院院長沈延盛、成大醫學院附醫院院長沈孟儒等貴賓多人共同揭牌。

 蘇慧貞校長致詞表示，醫學教育持續精進發展，設備也不斷更新，每一次的更新

與進步，都是一種挑戰與壓力，但只要有足夠的信心與責任感，就能從容面對，創

造出更好的醫學教育，與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

 醫學院沈延盛院長指出，醫學教育導入VR科技，將難以想的像的情境呈現出

來，將能提高學習成效，未來將舉辦VR教案競賽，增進師生對科技知識的應用。

成大醫院沈孟儒院長表示，醫學院學生在科技協助下，醫療知識與相關訓練將更為

扎實，病患將能獲得更好的照顧。

 很多人以為，醫學系學生才需要學習人體解剖，醫學院解剖學科吳佳慶所長表

示，醫學各科系都要學解剖學，外人想不到的護理、職治、藥學、物理治療等都要

了解人體解剖。大體老師難以取得且無法重覆利用，是醫學教學長期以來難解的問

題，導入虛擬實境教學有助於改善。透過高科技協助，學生能由各角度觀看人體複

雜的解剖構造，直接感受各器官的相關位置，或視需求切割器官、血管、神經及旋

轉多個身體結構並呈現動態肌肉伸展、收縮等。

 教師不只可以在「人工智慧虛擬實境教室」使用3D器官解剖教學軟體，也可以

在其他教室，戴上頭盔，經由電腦進行VR教學，讓學生掌握平面上較不易理解的

部份。除學生課後可以到「人工智慧虛擬實境教室」各自戴上VR頭盔練習解剖，

增進學習成效。醫師也可以針對病患或家屬，就治療上設計臨床虛擬實境，在這個

教室與病患、家屬戴上頭盔，為其說明病狀及治療與癒後等，以提升臨床醫療服

務。

 除此之外，醫學院也將進一步擴展教師運用VR教學的技能，由醫學院裡熟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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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教師及培訓人員，協助師生就不易理解，但適合以VR教學的章節，以坊間現

有軟體、攝影設備等，製作虛擬實境的教案。醫學院院長沈延盛指出，科技日益進

步，教學也要跟上時代趨勢，將知識以最有效方式傳遞給學生。有鑑於目前市面上

的VR教案仍有許多加強的空間，而工學、電機及資訊向來是成大強項，醫學院期

待未來能與該三大領域合作，研發出最符合需求的互動式虛擬教案，一方面讓學生

奠定更好的醫學基礎，也提升成大相關領域的研發能量、跨域合作機會，帶來多

贏。

 「人工智慧虛擬實境教室」建置之初，已經引起醫學院及醫院許多科系老師對

VR教學的興趣與好奇，紛紛詢問教學、體驗等事項，期望原本難以想像或理解的

學科，在科技協助下變得具體一些，教、學都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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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網路報 (2020-06-27 21:28)

醫療「嘉成」作用　嘉基成大跨領域研究合作正式拍板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與國立成功大學為促進臨床與基礎醫學之跨領

域研究，提升學術論文品質，雙方秉持互信互惠原則，於6月24日(三)簽定合作意向

書，期待透過雙方之資源共享及學術交流，為兩院後續基礎研究與臨床應用帶來更好

的發展。

 嘉義基督教醫院隨著醫藥科技發展與重視病人的多元文化，先後設立轉譯醫學研究

中心、臨床醫學研究中心、臨床試驗中心、人體生物資料庫、創新育成中心等，激發

員工研究創意與深化研究主題，除凝聚團隊的研究關係，也相當重視拓展跨領域的合

作觸角。近年來除了維繫與鄰近合作夥伴之良好關係，維持學術研究環境的可近性，

更致力於開展南區醫療研究資源。

 由嘉基姚維仁院長與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於24日共同簽定之研究合作案，內容包

含探討常用鎮靜劑是否具有抑制癌細胞生長之作用、β-類澱粉胜肽堆積對阿茲海默症

之影響、癌症病患於治療過程中產生抗藥性之機轉、腸道代謝物對腦部活動與反應之

http://www.cntime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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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抗憂鬱藥物對高脂飲食所誘發代謝症候群之影響等多項結合基礎與臨床現象之

研究。嘉基強項在於臨床實務，成大的研發技術與醫學研究實力也有目共睹，在雙方

互補之作用下，對於預防醫學與健康促進之發展必定有加乘的效果。

 嘉基院長姚維仁表示，嘉基長期追求提升醫學研究的量能與素質，結合國立成功大

學各領域教師與嘉基各科醫師攜手研究，期望藉由跨領域互助，共同為守護民眾健康

與改善生活品質的醫療研究努力。

(宋其佳報導) 

圖1：嘉基院長姚維仁(右),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左)共同簽訂合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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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基與成功大學意向書 促進基礎研究與臨
床應用

記者吳晉輝/嘉義報導-2020-06-24 19:00:00

▲期待透過雙方之資源共享及學術交流，帶來更好的發展。〔圖／嘉市府提供2020.06.24〕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與國立成功大學為促進臨床與基礎醫學之跨

領域研究，提升學術論文品質，雙方秉持互信互惠原則，於6月24日 (三 )簽定合作
意向書，期待透過雙方之資源共享及學術交流，為兩院帶來更好的發展。

由嘉基姚維仁院長與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於24日共同簽定之研究合作案，內容
包含探討常用鎮靜劑是否具有抑制癌細胞生長之作用、β-類澱粉胜肽堆積對阿茲
海默症之影響、癌症病患於治療過程中產生抗藥性之機轉、腸道代謝物對腦部活

動與反應之影響、抗憂鬱藥物對高脂飲食所誘發代謝症候群之影響等多項結合基

礎與臨床現象之研究，嘉基強項在於臨床實務，成大的研發技術與醫學研究實力

也有目共睹，在雙方互補之作用下，對於預防醫學與健康促進之發展必定有加乘

的效果。

嘉基院長姚維仁表示，嘉基長期追求提升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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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量能與素質，結合國立成功大學各領域教師與嘉基各科醫師攜手研究，期

望藉由跨領域互助，共同為守護民眾健康與改善生活品質的醫療研究努力。

嘉義基督教醫院隨著醫藥科技發展與重視病人的多元文化，先後設立轉譯醫學研

究中心、臨床醫學研究中心、臨床試驗中心、人體生物資料庫、創新育成中心

等，激發員工研究創意與深化研究主題，除凝聚團隊的研究關係，也相當重視拓

展跨領域的合作觸角。近年來除了維繫與鄰近合作夥伴之良好關係，維持學術研

究環境的可近性，更致力於開展南區醫療研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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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年輕太陽光電乙級技術士 16歲王冠樺取8張
證照
最新更新：2020/06/24 13:56

就讀成大附工夜間部的王冠樺高一結束前，就取得電腦硬體裝修、室內配線、工業電子工業配線、網頁
設計軟體應用等7張證照，去年下半年，王冠樺更報名接受勞動部逾800個小時的訓練，6月中旬通過太
陽光電設置乙級考試，即將成為這個職類全國最年輕的乙級技術士。（王冠樺提供）中央社記者張榮祥
台南傳真 109年6月24日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24日電）如同青春期的少女，16歲的王冠樺時而神情羞

澀，時而開朗大笑，卻讓人很難想像她日前已通過太陽光電設置乙級考試，即將成為

這個職類全國最年輕的乙級技術士。

王冠樺是台南市東區人，生性喜好自由及調配時間的她，14歲入學崇明國中時，就

向教育部提出自學申請，從此在家自學2年，直到3年級因要參加國中會考才回到學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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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受到父親影響及教導，我在家自學時，接觸到電腦裝修及Arduino機電程式設計，

才決定走向電子及電腦這條路」王冠樺今天告訴中央社記者，就讀成大附工夜間部，

未選擇台南高商及台南高工，原因是仍可調配白天的時間。

不過，王冠樺不能像國中時期在家自學，主因是有些設備只有學校才有，一定要到

校，但她白天也沒閒著，上午在成大附工工讀賺取零用錢、下午補英文，不斷充實自

己。

很有想法的王冠樺，努力沒有白費，去年高一結束前，她就取得電腦硬體裝修、室內

配線、工業電子工業配線、網頁設計軟體應用等7張證照，非常驚人；去年下半年，

王冠樺更報名接受勞動部逾800個小時的訓練，6月中旬通過太陽光電設置乙級考

試。

在滿17歲之前，王冠樺將取得第8張證照，也將成為太陽光電設置職類全國最年輕的

乙級技術士，不只保障未來就業，薪水也會更高，但學習腳步不會停下來，她說，未

來還要讀大學。

在王冠樺的人生規劃中，不僅要讀大學，還要取得碩士、博士學位，學科和術科雙

修，未來可能會朝工程師的路途前進，成大附工老師也驚豔於她的表現，期盼她繼續

勇敢地往人生目標邁進。（編輯：孫承武）109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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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歲成大附工王冠樺考取太陽

能光電類乙級技術士
2020-06-25

已通過太陽能光電設置乙級證照考試的成大附工學生王冠樺，將是該職

類全國最年輕的乙級技術士。 （王冠樺提供）

 (記者施春瑛)

 未滿十七歲的成大附工資訊科二年級王冠樺，不但已跨科考取七張丙

級證照，她最近還通過太陽光電設置乙級考試，將成為該職類全國最年

輕乙級技術士。

 國中時期曾在家自家兩年的王冠樺說，在家自學時因受到受到父親影

響，她接觸到電腦裝修及Arduino機電程式設計，因很感興趣所以決定

走電子資訊這條路。

 指導老師何裕隆表示，王冠樺十分認真，到成大附工後才一年內就跨

科考取電腦硬體裝修、室內配線、工業電子、工業配線、網頁設計、電

腦軟體應用、軟體設計等七張丙級證照，今年參加第六十屆第五區科展

榮獲佳作。六月中旬她又參加太陽光電設置乙級證照考試，網路已公告

合格，即將成為太陽能光電設置職類全國最年輕的乙級技術士。

 對未來很有規劃的王冠樺說，她會選擇到成大附工就讀，是因為成大

附工是夜間上課，白天的時間她可以調配，上午的時間她就在學校工

讀，下午則去補習英文，加強自己的外語能力。她的夢想是出國念書，

不僅要讀大學，還想取得碩士、博士學位，學科和術科雙修，將來想當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0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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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

 對於王冠樺十六歲就考取乙級證照，成大附工老師都很驚豔她的表

現，也期盼她能繼續朝自己的目標努力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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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周家仰／台北報導】 2020/06/24

成大首創羽球拍內建感測器偵測揮拍訊號

國⽴成功⼤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蔡佳良特聘教授組成跨校跨域研究團隊，針對
⽻球運動項⽬進⾏「AIOT智能⽻球訓練模式」研發，開發全臺⾸創「智聯網⽻球場
整體解決⽅案」。協助球隊訓練數位轉型，⽻球拍內建感測器能偵測揮拍動作訊
號，精準分析各種球路歷程，並即時捕捉記錄球員在場上的肢體運動軌跡，透過AI

雲端收集數據與分析演算，可提供教練與選⼿適性化的訓練建議與完整運動表現指
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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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上最忌諱說甚麼？成大生「3大怨言」 助教看
了都怕

編輯中心/綜合報導-2020-06-28 14:12:20

▲職場有某些話無法對主管說，而這位大學生給了最佳示範。（圖／翻攝自
Dcard ）

小 中 大

隨著今年新冠疫情對就業市場造成劇烈的影響，不少

新鮮人在今年畢業季時期對求職感到焦慮，而在全年

度求職高峰的七月暑假到來之前，就有一名成功大學

的助教分享了在期末考試券上詢問「當各位同學進入

職場面對主管有哪些話語不適合說的職場忌語」，而

其中收到的答案讓他不禁感嘆「學弟也太兇」，引起

眾人討論。

近日，一名成功大學的助教在  Dcard 上分享自己批
閱的期末試券，根據原  Po 表示，該試券的最後一題
是「  Bonus 加分題」，題目只問了一句「當各位同
學進入職場面對主管有哪些話語不適合說」，試著要

求回答者寫出職場禁語，沒想到就有一位學弟在回答

區寫下「我好累，不想做了」、「給我做這些三

小」，讓助教不知該怎麼給分。

https://www.nownews.com/
https://www.nownews.com/cat/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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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看到學弟「真性情作答」也默默給了分。（圖／翻攝自
D c a r d  ）

 

仔細一看，原來助教也掙扎的曾經給了分，卻又用紅

筆將加分給用線劃去，而原Po 最後也回答「那五分
還是有給，這是額外的bonus，會撇掉是因為我分數
統一算在右邊」，同時也表示「我們助教都有共識，

簡答題、申論題都會從寬給

分」，並稱讚該名學弟的回答寫的答案比較直接，也

道出許多職場人內心的吶喊。

而在該篇貼文曝光後，就有其他網友留言「我看到期

末的怨氣了」、「他寫得很好啊」、「很寫實每天會

發生的事」、「不能說的心聲」、「正解，沒有之

一」，而原  Po 也在後續留言向其他學弟妹們喊聲，
表示不論在專題製作上或是研究遇到任何加工問題，

都歡迎回到系館向他們求助。（編輯：楊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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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職場忌語寫XX 助教給分又劃掉…
糾結筆跡曝網全笑翻
2020/06/28 15:42:00
生活中心／綜合報導

一名成功大學 助教在社群平台曝光期末考 加分題
，從照片中可見，題目要求考生寫下職場忌語，而有考生當場寫下三個怒氣滿滿的答案，其中還包

含一句經典國罵。從考卷上打分的紅字紀錄判斷，助教似乎一度糾結是否該給分，在一旁寫上加五

又劃掉，過程引起網友熱議。

▲一名大學助教在社群平台曝光期末考題。（示意圖／翻攝自pixabay）

https://www.setn.com/
https://www.setn.com/Klist.aspx?TagID=5403&utm_source=setn.com&utm_medium=dictionary&utm_campaign=wordnews
https://www.setn.com/Klist.aspx?TagID=20948&utm_source=setn.com&utm_medium=dictionary&utm_campaign=wordnews
https://www.setn.com/Klist.aspx?TagID=62518&utm_source=setn.com&utm_medium=dictionary&utm_campaign=wordnews
https://www.setn.com/Klist.aspx?TagID=131000&utm_source=setn.com&utm_medium=dictionary&utm_campaign=word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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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PO在《Dcard》發文曝光大學部的期末考卷，他表示，最後一題是額外加分題，內容為「當各位
同學進入職場，面對主管有哪些話語不適合說？職場忌語」其中一名同學當場寫下三個答案，包括

「我好累，我不想做了」、「X你X」、「給我做這些X小」，讓他看了直呼「學弟你也太兇了
吧。」而從一旁的紅字筆跡來看，對於是否給分，助教也一度很糾結，他先是在左方寫了加五又劃

掉，最後才在右方重新寫上加五。

貼文一出，引起網友熱議，「我看到期末ㄉ怨氣」、「哈哈哈哈哈，為什麼不給過」、「很好啊，
難不成可以說嗎」、「等等很真實啊，不能說的心聲」、「這年頭說實話還要被扣分」、「超過

100分」、「寫到爆氣」、「欸等等，加分被劃掉代表說這話是合適的嗎？」、「給他加5分啦」、
「加分題寫得很讚欸他」、「請給他分數，這明顯答案是對的吧」、「為何要撇掉，撇掉不就代表

這話可說嗎哈哈。」

助教本人也在留言處出面說明閱卷結果，「那五分還是有給，這是額外的bonus，會撇掉是因為我
分數統一算在右邊。學長有感受到學弟妹們滿滿的怨氣，今年因為是第一次考工廠期末考，許多題

目出的不是那麼完善，內容還需要調整，我們助教都有共識，簡答題、申論題都會從寬給分，有任

何問題也歡迎與我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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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鯨豚20年 終目睹藍鯨 王浩文

更新時間： 2020/06/27 05:00

作者╱許維寧

救援鯨豚不是電影場景，而是人生的真實體驗。48歲的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

授、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主任王浩文有著「成大鯨豚王」稱號，他從小對鯨豚

抱持純粹的喜愛，純粹到數十年後，能在池子裡抱著臨終的鯨豚，「就像陪人一

樣，摸著牠的心跳，直到牠走掉。」

西部海岸近期發生多起鯨豚擱淺事件，王浩文開著小轎車，載著研究生和志工，調

度大型機具將擱淺受傷的鯨豚，運回成大安南校區和四草鯨豚搶救站，幸運地救活

野放，但多數的結局是幫牠們收屍。 

王浩文笑稱，有些東西就這樣跑到你的生命中，在他的記憶深處，小時候就對台博

館裡的海豚標本有印象。以前讀書每一科都爛到爆，唯獨生物出類拔萃，可以全校

第一名，入選當年中研院特殊選材計劃。高二時隨中研院前研究員杜鎮做微生物研

究，升高三暑假完成實驗、報告、口試檢定，保送成大生物系。 

王浩文師承被譽為「台灣鯨豚守護者」的成大前教授王建平，王建平從2000年開

始投入鯨豚救援，5年前在王建平退休後，王浩文接棒鯨豚救援和解剖研究。 



2020/6/29 搶救鯨豚20年 終目睹藍鯨 王浩文 ｜ 蘋果新聞網 ｜ 蘋果日報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headline/20200627/VRLVVX32ZA3AF6ZS5YUCHHT7P4/ 2/5

今年初台東長濱海灘發現擱淺死亡的藍鯨。翻攝國家海洋研究院YouTube

王浩文（右二）團隊把獲救鯨豚運回室內療養池，細心餵食治療。

https://hk.appledaily.com/resizer/6esCNIiGlCNJ6zgpr_7X_qSvQaQ=/760x428/filters:quality(100)/cloudfront-ap-northeast-1.images.arcpublishing.com/appledaily/6JDHNBQCW2DMJ7QO6PCGSMF4FY.jpg
https://hk.appledaily.com/resizer/Ip-NU7aIw8bE7CaxronMJUI9zjM=/760x533/filters:quality(100)/cloudfront-ap-northeast-1.images.arcpublishing.com/appledaily/P27COQPM53KUYIGPMDWZQSYP3Q.jpg


2020/6/29 搶救鯨豚20年 終目睹藍鯨 王浩文 ｜ 蘋果新聞網 ｜ 蘋果日報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headline/20200627/VRLVVX32ZA3AF6ZS5YUCHHT7P4/ 3/5

一周救5隻活體擱淺 心疼藍鯨被漁具纏繞

由於解剖死亡鯨豚惡臭難聞，王建平曾被志工形容為「沒有嗅覺的爺爺」，王浩文

說，不同種類鯨豚脂肪組成不一樣，被微生物分解後腐敗味道也不同，「聞久就知

道」，現已練就認屍臭辨品種的能力，「志工也問我有嗅覺嗎？我有嗅覺但沒反

應。」

國外鯨豚救援多在擱淺處就地治療野放，台灣則會運回室內療養池，像照顧人類般

裝呼吸器、抽血、驗報告。王浩文說，鯨豚救援要看活動力，如果持續沉在池底要

立刻插管、幫助換氣，有時要試著拉長餵食時間、增加鯨豚活動量，團隊人員要下

池「陪游」，隨時觀察換氣狀況。

王浩文的團隊只有一名研究助理，其他都靠熱血志工天天輪班，團隊曾像「發爐」

般，短短一周救援5隻活體擱淺。鯨豚擱淺原因至今仍成謎，團隊幾乎隨時待命，

王浩文形容，那段時間簡直快瘋了。野放都在清晨作業，徹夜不眠還要早起，但辛

苦救援成功率卻僅有10%，且搶救一隻鯨豚所費不貲，體形稍大者1天可燒掉1萬

元，研究經費勉強平衡。

王浩文說，他想過一輩子至少要看過一次藍鯨，沒想過有朝一日在台灣看到了，卻

是嘴巴遭廢棄漁具纏繞擱淺，已成屍骸的藍鯨。談起研究團隊幫鯨豚收屍史，他印

象最深刻的是2004年台南抹香鯨「爆炸案」。身長超過10公尺抹香鯨腐敗腹腔內

充滿甲烷，大型拖板車在行經市區時屍體應聲「爆炸」，腐敗內臟伴隨血液噴濺到

街上，人車無一倖免、臭氣沖天，最後由成大團隊和衛生局善後。

王浩文連大過年都要到台東把藍鯨拖回研究室。他笑說，「常忙到無法回家吃飯，

小孩過生日都被扔在家裡，我太太氣歸氣，但很諒解，也謝謝他們讓我做該做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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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鯨豚時還需下水「陪游」觀察換氣狀況。成大鯨豚中心提供

王浩文 48歲

現職： 

．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 

．成功大學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主任 

學歷：德國慕尼黑大學自然科學博士 

經歷： 

．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 

．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教學組組長 

研究專長：基因剔除老鼠、分子發育生物學、鯨豚皮膚構造與再生機制 

家庭：已婚，育有1女 

資料來源：《蘋果》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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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文從小喜愛鯨豚，致力鯨豚救援工作。成大鯨豚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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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陳盈元醫師。

連呼吸都會痛的 膿胸
孫宜秋／南市

2020/6/25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46歲的

張女士每天抽半包菸已20多年，平時

自覺身體健康，也無特殊疾病。約3

個月前出現感冒症狀，咳嗽帶痰，有

就醫求治但沒有改善；幾天後開始發

燒、變喘，甚至出現左側胸背痛，尤

其是在吸氣時特別不舒服。因此，張

女士送成大醫院急診，胸部X光檢查顯示左側肺炎伴隨大量胸水，胸部電腦斷層呈

現左側胸腔內多處間隔狀肋膜積液，診斷是膿胸。

 成大醫院胸腔外科陳盈元醫師表示，張女士置放胸腔引流管後，再接受胸腔鏡膿

胸清除手術，術後胸部X光即顯示左肺已正常擴張，且已無明顯積液。術後在加護

房觀察2天，術後第7天移除引流管、第9天出院，門診追蹤至今狀況良好，目前也

在戒菸門診，積極戒菸中。

 膿胸，就是胸腔內蓄膿，最常見的就是細菌性肺炎併發的胸腔積水，也有因橫膈

下感染、頸胸脊椎感染、肺部術後感染等較少見原因併發的胸腔積水。危險因子包

括菸、酒、藥癮，肥胖，以及免疫力低下者，如糖尿病、慢性肝炎、肝硬化、洗腎

等患者，及長期服用類固醇或免疫抑制劑等病人。

 陳盈元醫師說，根據文獻，肺炎住院病患約有20-40%會合併出現胸腔積水，其

中有5-10%的患者會變膿胸，而轉為膿胸患者中的15%會因此死亡。

 膿胸的典型症狀為胸痛合併發燒，特別是在吸氣時胸痛加劇。陳盈元醫師說，若

同時合併有肺炎的膿胸患者，會如張女士一樣出現呼吸道症狀。但臨床上也有患者

只有胸痛或腰背痛合併輕微發燒，卻沒有任何呼吸道症狀，一開始以為是腰或背部

拉傷，病情因而被拖延1-2週。

 膿胸的治療除了感染症必用的抗生素外，更重要的是充分引流感染的胸腔積液，

包括：簡單的引流管置放或外科手術。初期剛生成的肋膜積液，有機會單純靠引流

管置放來治療；然而積液一旦開始變濃稠、化膿或出現間隔，就必須靠手術清除積

膿、打破間隔，方能讓肺部完全擴張，恢復健康。陳盈元醫師指出，目前膿胸手術

的首選是微創胸腔鏡手術，但對於少部分拖延治療超過2-3週的膿胸，有可能需要

適度擴大傷口、甚至是傳統的大傷口開胸手術。

 陳盈元醫師也因此提醒，若有不明的吸氣型胸痛或腰背痛，合併有發燒、呼吸道

症狀，應該儘速就醫，查找有無膿胸的可能性，以能儘早接受合宜的治療。而更重

要的是要讓自己維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慢性病的良好控制、戒菸及減重，以能有效

預防肺炎及膿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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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會痛 20年菸齡 女罹膿胸
2020-06-25

 記者王勗／台南報導

 隨空汙問題日趨嚴重，呼吸道疾病也逐漸成為許多現代人通病。成醫

胸腔外科醫師陳盈元表示，日前1名張姓婦人因呼吸疼痛到院求診，經X

光檢查發現左側肺炎伴隨大量胸水，經電腦斷層發現胸腔內蓄積大量果

凍狀膿液，被診斷為膿胸。

 膿胸成因包括細菌性肺炎併發的胸腔積水，也有因橫膈下感染、頸胸

脊椎感染、肺部術後感染等較少見原因併發的胸腔積水。危險因子包括

菸、酒、藥癮，肥胖，以及免疫力低下者，如糖尿病、慢性肝炎、肝硬

化、洗腎等患者，及長期服用類固醇或免疫抑制劑等病人。

 陳盈元指出，膿胸的臨床症狀與感冒相似，也容易被患者忽略，張女

有20年菸齡，平均每天抽半包菸，3個月前出現感冒症狀，就醫後症狀

不僅未改善，幾天後甚至開始發燒、喘不過氣，一呼吸左側胸背就傳劇

痛，送到成醫急診才發現左側肺部蓄積大量膿液。根據文獻，肺炎住院

病患約有20～40%會合併出現胸腔積水，其中有5～10%的患者會變膿

胸，而轉為膿胸患者中的15%會因此死亡。

 張女被安排置放胸腔引流管，並接受胸腔鏡手術，清除肺內積液及蓄

膿，術後肺部已可正常擴張，於加護病房觀察2天後，術後7天移除引流

管、第9天出院，門診追蹤至今狀況良好，張女也在醫師建議下接受戒

菸門診治療。膿胸除要遏制感染惡化，更要充分引流感染的胸腔積液，

而積液一旦開始變濃稠、化膿或出現間隔，就必須靠手術清除，現多可

利用微創手術治療，若病情較嚴重也需要適度擴大傷口或需傳統開胸手

術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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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帶痰連呼吸都會痛以為感冒 發燒變喘送醫卻是「膿
胸」

▲陳盈元醫師也因此提醒，若有不明的吸氣型胸痛或腰背痛，合併有發燒、呼吸道症狀，

應該儘速就醫，查找有無膿胸的可能性，以能儘早接受合宜的治療。（圖／記者林悅翻

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46歲的張⼥⼠每天抽半包菸已20多年，平時⾃覺⾝體健康，也無特殊疾病，3個⽉前出現

感冒症狀，咳嗽帶痰，就醫卻⼀直沒有改善，⽽後開始發燒、變喘，甚⾄出現左側胸背

痛，尤其吸氣時特別不舒服，經送成⼤醫院急診，檢查診斷竟是「膿胸」。

成⼤醫院胸腔外科陳盈元醫師表⽰，張⼥⼠胸部X光檢查顯⽰左側肺炎伴隨⼤量胸⽔，胸部

電腦斷層呈現左側胸腔內多處間隔狀肋膜積液，置放胸腔引流管後，再接受胸腔鏡膿胸清

除⼿術，術後胸部X光即顯⽰左肺已正常擴張，且已無明顯積液。術後在加護房觀察2天，

術後第7天移除引流管、第9天出院，⾨診追蹤⾄今狀況良好，⽬前也在戒菸⾨診，積極戒

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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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盈元醫師表⽰，「膿胸」就是胸腔內蓄膿，最常⾒的就是細菌性肺炎併發的胸腔積⽔，

也有因橫膈下感染、頸胸脊椎感染、肺部術後感染等較少⾒原因併發的胸腔積⽔。危險因

⼦包括菸、酒、藥癮，肥胖，以及免疫⼒低下者，如糖尿病、慢性肝炎、肝硬化、洗腎等

患者，及⻑期服⽤類固醇或免疫抑制劑等病⼈。

陳盈元醫師說，根據⽂獻，肺炎住院病患約有20-40％會合併出現胸腔積⽔，其中有5-

10％患者會變膿胸，⽽轉為膿胸患者中的15％會因此死亡。

膿胸的典型症狀為胸痛合併發燒，特別是在吸氣時胸痛加劇。陳盈元醫師說，若同時合併

有肺炎的膿胸患者，會如張⼥⼠⼀樣出現呼吸道症狀。但臨床上也有患者只有胸痛或腰背

痛合併輕微發燒，卻沒有任何呼吸道症狀，⼀開始以為是腰或背部拉傷，病情因⽽被拖延

1-2週。

膿胸的治療除了感染症必⽤的抗⽣素外，更重要的是充分引流感染的胸腔積液，包括：簡

單的引流管置放或外科⼿術。初期剛⽣成的肋膜積液，有機會單純靠引流管置放來治療；

然⽽積液⼀旦開始變濃稠、化膿或出現間隔，就必須靠⼿術清除積膿、打破間隔，⽅能讓

肺部完全擴張，恢復健康。

陳盈元醫師指出，⽬前膿胸⼿術的⾸選是微創胸腔鏡⼿術，但對於少部分拖延治療超過2-3

週的膿胸，有可能需要適度擴⼤傷⼝、甚⾄是傳統的⼤傷⼝開胸⼿術。

陳盈元醫師也因此提醒，若有不明的吸氣型胸痛或腰背痛，合併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應

該儘速就醫，查找有無膿胸的可能性，以能儘早接受合宜的治療。⽽更重要的是要讓⾃⼰

維持健康的⽣活⽅式、慢性病的良好控制、戒菸及減重，以能有效預防肺炎及膿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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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呼吸都會痛的【膿胸】　應儘速就醫接受治療

亞太新聞網 ATA News

2020年06月24日 15:24

▲連呼吸都會痛的【膿胸】-成大醫院胸腔外科部陳盈元醫師。(Film/成大醫院提供)

【亞太新聞網/記者吳玉惠/台南報導】

年46歲張女20多年來每天抽半包菸，平時自覺身體健康，也無特殊疾病。約3個月前出現感冒症狀，咳嗽帶痰，有就醫求治但沒有改

善；幾天後開始發燒、變喘，甚至出現左側胸背痛，尤其是在吸氣時特別不舒服。送成大醫院急診，胸部X光檢查顯示左側肺炎伴隨大

量胸水，胸部電腦斷層呈現左側胸腔內多處間隔狀肋膜積液，診斷是膿胸。

▲成大醫院胸腔外科陳盈元醫師。(圖/記者吳玉惠拍攝)

成大醫院胸腔外科陳盈元醫師表示，張女置放胸腔引流管後，再接受胸腔鏡膿胸清除手術，術後胸部X光即顯示左肺已正常擴張，且已

無明顯積液。術後在加護房觀察2天，術後第7天移除引流管、第9天出院，門診追蹤至今狀況良好，目前也在戒菸門診，積極戒菸中。

膿胸，就是胸腔內蓄膿，最常見的就是細菌性肺炎併發的胸腔積水，也有因橫膈下感染、頸胸脊椎感染、肺部術後感染等較少見原因併

發的胸腔積水。危險因子包括菸、酒、藥癮，肥胖，以及免疫力低下者，如糖尿病、慢性肝炎、肝硬化、洗腎等患者，及長期服用類固

https://www.atanews.net/www.atanew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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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或免疫抑制劑等病人。

陳盈元醫師說，根據文獻，肺炎住院病患約有20-40%會合併出現胸腔積水，其中有5-10%的患者會變膿胸，而轉為膿胸患者中的15%

會因此死亡。

▲成大醫院胸腔外科陳盈元醫師說明膿胸在臨床上診斷工具及流程。(圖/記者吳玉惠拍攝)

膿胸的典型症狀為胸痛合併發燒，特別是在吸氣時胸痛加劇。陳盈元醫師說，若同時合併有肺炎的膿胸患者，會如張女一樣出現呼吸道

症狀。但臨床上也有患者只有胸痛或腰背痛合併輕微發燒，卻沒有任何呼吸道症狀，一開始以為是腰或背部拉傷，病情因而被拖延1-2

週。

治療膿胸除了感染症必用的抗生素外，更重要的是充分引流感染的胸腔積液，包括簡單的引流管置放或外科手術。初期剛生成的肋膜積

液，有機會單純靠引流管置放來治療；然而積液一旦開始變濃稠、化膿或出現間隔，就必須靠手術清除積膿、打破間隔，方能讓肺部完

全擴張，恢復健康。陳盈元醫師指出，目前膿胸手術的首選是微創胸腔鏡手術，但對於少部分拖延治療超過2-3週的膿胸，有可能需要

適度擴大傷口、甚至是傳統的大傷口開胸手術。

陳盈元醫師提醒，若有不明的吸氣型胸痛或腰背痛，合併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應該儘速就醫，查找有無膿胸的可能性，以能儘早接受

合宜的治療。而更重要的是要讓自己維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慢性病的良好控制、戒菸及減重，方能有效預防肺炎及膿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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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盈元醫師

學歷：成大醫學系畢業

經歷：成大醫院外科醫師專科訓練

成大醫院胸腔外科醫師專科訓練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急診部主治醫師

現任：成大醫院胸腔外科主治醫師

外科醫學會會員

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醫學會會員

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醫學會專科指導醫師

專長：肺癌、肺部及胸腔感染症、食道癌、縱膈腔腫瘤、氣胸、肺部單孔微創暨肺實質保留手術、食道及縱膈腔微創手術

講題：連呼吸都會痛的【膿胸】

關鍵字:膿胸 陳盈元醫師 成大醫院胸腔外科 成大醫院 胸腔引流管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UeH6rvrgfU&feature=emb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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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蔡清欽／台南報導】 2020/06/29

膿胸 呼吸都會痛

▲陳盈元醫師表示，膿胸症狀會造成呼吸疼痛，消除復發的根本方法就是戒菸。（記

者蔡清欽攝）

46歲的張⼥⼠每天抽半包菸已20多年，平時⾃覺⾝體健康，也無特殊疾病。約3個
⽉前出現感冒症狀，咳嗽帶痰，幾天後發燒、變喘，甚⾄出現左側胸背痛，吸氣時
特別不舒服。成⼤醫院急診以胸部X光檢查，顯⽰左側肺炎伴隨⼤量胸⽔，胸部電
腦斷層呈現左側胸腔內多處間隔狀肋膜積液，診斷是膿胸。

成⼤醫院胸腔外科陳盈元醫師表⽰，張⼥⼠置放胸腔引流管後，再接受胸腔鏡膿胸
清除⼿術，術後胸部X光即顯⽰左肺已正常擴張，且已無明顯積液。術後在加護房
觀察2天，第7天移除引流管、第9天出院，⾨診追蹤⾄今狀況良好，⽬前在戒菸⾨
診積極戒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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膿胸，就是胸腔內蓄膿，最常⾒的就是細菌性肺炎併發的胸腔積⽔，也有因橫膈下
感染、頸胸脊椎感染、肺部術後感染等較少⾒原因併發的胸腔積⽔。危險因⼦包括
菸、酒、藥癮，肥胖及免疫⼒低下者，如糖尿病、慢性肝炎、肝硬化、洗腎等患
者，及⻑期服⽤類固醇或免疫抑制劑等病⼈。

陳盈元說明，根據⽂獻，肺炎住院病患約有20⾄40%會合併出現胸腔積⽔，其中有
5⾄10%會變膿胸，⽽轉為膿胸有15%會因此死亡，典型症狀為胸痛合併發燒，特
別在吸氣時胸痛加劇，若同時合併有肺炎的膿胸患者，會如張⼥⼠⼀樣出現呼吸道
症狀。

陳醫師提醒，若有不明的吸氣型胸痛或腰背痛，合併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應該儘
速就醫，儘早接受治療。⽽更重要的是要讓⾃⼰維持健康的⽣活⽅式、慢性病的良
好控制、戒菸及減重，以能有效預防肺炎及膿胸。

陳盈元醫師表⽰，膿胸症狀會造成呼吸疼痛，消除復發的根本⽅法就是戒菸。（記
者蔡清欽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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