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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卓彥廷，品牌Yen Ting Cho，屢屢參加國際
展，都獲好評。

成大副教授卓彥廷 數位設計融入生活獲世界好評
孫宜秋／南市

2020/3/24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卓彥

廷，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副

教授，透過自行研發的軟體，以數位

的方式，設計出極具特色的圖案，並

發展出各式時尚的織品物件。2016年

推出同名設計品牌Yen Ting Cho以

來，屢屢在國際設計展獲好評。2020

年春季參與MAISON & OBJET （簡

稱M&O）巴黎時尚家居設計展，毫無

意外地，再次吸引眾人目光。多年

來，其數位設計創造獨特的作品，已

推廣至歐、美、亞等國際博館和選物店。

 MAISON & OBJET是法國指標性的家飾大展，迄今已近25年的歷史，集結全球

頂尖室內與物件設計菁英作品為一堂。 Yen Ting Cho首次參加MAISON &

OBJET（M&O） 作品在Fashion Accessory 展區展示。

 Yen Ting Cho參展的作品裡，包括最新一季以倫敦風景、建築和人文地景為主題

的作品。其中Bloomsbury Square以黑色與草綠色，這種少見的顏色搭配，建構倫

敦著名公園的建築和人文風景，最受到買家青睞。卓彥廷表示，團隊以做出「與眾

不同的設計」為目標，從圖案結構開發到不同顏色的組合，最後所有創作元素再被

細緻規劃、重組，建立起全新風格。

 在Yen Ting Cho新一季的品項裡，還有一項是以成大「米壽」為主題的作品。

2019年成大歡慶88年米壽之喜，Yen Ting Cho團隊便以米粒本身清透、光亮作為出

發點創作，並在材料使用上有了新的突破。以往Yen Ting Cho主打羊毛材質的織

品，這次嘗試使用絲棉材料，製作圍巾與抱枕，作品呈現更加輕薄透亮，表現出米

粒晶瑩剔透的光澤。而米壽抱枕與先前推出的絲棉榕園圍巾也成為代表成大的學校

紀念品。

 Fashion Accessory 展區的理念是將時尚配件與居家生活結合，與卓彥廷一直以

來，將藝術融入生活的精神不謀而合，而展方也特別將Yen Ting Cho安排在

Fashion Accessory展區的入口處，希望前來看展覽的人們都可以看見他的作品。

「期待可以透過作品，讓更多人感受藝術所帶來的觸動與能量，間接影響人們的生

活與品味，創造價值。」卓彥廷說。

 卓彥廷指出，這次參展讓Yen Ting Cho更加成功地被推向國際，除了收到原有合

作買家的續訂（例如：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 SFMOMA、紐約 Museum of Arts

and Design、法國瑪黑區的選品店 Psyche等），更收到倫敦的Royal Academ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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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以及香港M Plus Museum，兩間博物館的邀約，共同洽談未來合作的可能性。

 觀察近年參加過的國際設計展，卓彥廷有感藝術設計經濟成長有些微下降的趨

勢，參展的人數和買家消費都不如以往，但年輕設計師品牌還是不斷的出現。卓彥

廷強調，Yen Ting Cho是以自創軟體創作獨特與客製化圖案的品牌，未來會加強後

端核心軟體研發，提供更多選擇和更高的品質設計給買家，以提升自身價值。製作

上也會堅持與台灣廠商合作，同時透過多元商業銷售模式與世界接軌，讓台灣的好

品質以及Yen Ting Cho獨特的數位美學被世界看見。也希望藉由品牌與國際的砌磋

成長，將最新的資訊與技術帶回台灣，傳承給年輕一代的學生，並協助相關產業向

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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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報／于郁金 2020.03.23 22:02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連凱斐/臺南報導】「我不喜歡做大家容易找得到的設計，而要做

買家看到會surprise的作品！」卓彥廷，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副教授，透過自

行研發的軟體，以數位的方式，設計出極具特色的圖案，並發展出各式時尚的織品物

件；2016年推出同名設計品牌Yen Ting Cho以來，屢屢在國際設計展獲好評；2020年

春季參與MAISON & OBJET(簡稱M&O)巴黎時尚家居設計展，毫無意外地，再次吸引

眾人目光；多年來，其數位設計創造獨特作品，已推廣至歐、美、亞等國際博館和選物

店。 

MAISON & OBJET是法國指標性的家飾大展，迄今已近25年歷史，集結全球頂尖室內

與物件設計菁英作品為一堂；Yen Ting Cho首次參加MAISON & OBJET(M&O) 作品

在Fashion Accessory展區展示。 

Yen Ting Cho參展的作品裡，包括最新一季以倫敦風景、建築和人文地景為主題作

品；其中Bloomsbury Square以黑色與草綠色，這種少見的顏色搭配，建構倫敦著名

公園的建築和人文風景，最受到買家青睞！卓彥廷表示，團隊以做出「與眾不同的設

計」為目標，從圖案結構開發到不同顏色的組合，最後所有創作元素再被細緻規劃、重

組，建立起全新風格。 

在Yen Ting Cho新一季品項裡，還有一項是以成大「米壽」為主題作品；2019年成大

歡慶88年米壽之喜，Yen Ting Cho團隊便以米粒本身清透、光亮作為出發點創作，並

在材料使用上有了新的突破；以往Yen Ting Cho主打羊毛材質的織品，這次嘗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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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棉材料，製作圍巾與抱枕，作品呈現更加輕薄透亮，表現出米粒晶瑩剔透的光澤；而

米壽抱枕與先前推出的絲棉榕園圍巾，也成為代表成大學校紀念品。 

Fashion Accessory展區理念是將時尚配件與居家生活結合，與卓彥廷一直以來，將藝

術融入生活的精神不謀而合，而展方也特別將Yen Ting Cho安排在Fashion Accessory

展區入口處，「期望前來看展覽的人們都可以看見他的作品；期待可以透過作品，讓更

多人感受藝術所帶來的觸動與能量，間接影響人們生活與品味，創造價值。」卓彥廷

說。 

卓彥廷指出，這次參展讓Yen Ting Cho更加成功地被推向國際，除了收到原有合作買

家的續訂(例如：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SFMOMA、紐約Museum of Arts and Desig

n、法國瑪黑區選品店Psyche等)，更收到倫敦的Royal Academy of Arts、香港M Plus

Museum，兩間博物館的邀約，共同洽談未來合作可能性。 

觀察近年參加過的國際設計展，卓彥廷有感藝術設計經濟成長有些微下降的趨勢，參展

的人數和買家消費都不如以往，但年輕設計師品牌還是不斷的出現。卓彥廷強調，Yen

Ting Cho是以自創軟體創作獨特與客製化圖案的品牌，未來會加強後端核心軟體研

發，提供更多選擇和更高的品質設計給買家，以提升自身價值。 

校方表示，卓彥廷製作上也會堅持與臺灣廠商合作，同時透過多元商業銷售模式與世界

接軌，讓臺灣的好品質，以及Yen Ting Cho獨特的數位美學被世界看見；也希望藉由

品牌與國際的砌磋成長，將最新的資訊與技術帶回臺灣，傳承給年輕一代的學生，並協

助相關產業向前邁進。(照片由國立成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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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首位　羅竹芳獲OIE貢獻獎

(2020/3/24)

　詹伯望／臺南報導

　成大講座教授羅竹芳鑽研對蝦類危害最嚴重的「蝦白點病」數十年，近年又研

究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對全球蝦類養殖影響深遠，獲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OIE）肯定，授予二○二○傑出貢獻獎，五月下旬將頒獎，是我國首位獲此榮

耀的學者。

　蝦類養殖疫病不斷，一九九二年蝦白點病導致全球產量驟減百分之十六，羅竹

芳全力投入研究，一兩個月就純化出蝦白點病的病毒，並開發檢驗試劑。

　數年前又出現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嚴重程度與蝦白點病不相上下，羅竹芳的

實驗室被OIE任命，成為目前全球唯一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參考實驗室。二○一

三年羅竹芳接受泰國邀請合作，不到三個月就獲得病毒質體，進而開發出檢測試

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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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中華民國首位獲OIE傑出貢獻獎 成
大羅竹芳教授為全球蝦界打漂亮一仗
Posted By: TainanTalk  三月 23, 2020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羅竹芳鑽研對蝦類危害最嚴重的蝦白點病數

十年，近年來又積極投入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研究，對全球蝦類養殖學術暨產業影響深

遠。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高度肯其貢獻，授予「2020 Meritorious Award（傑出貢
獻獎）」，是中華民國第一位獲此榮耀的學者專家。OIE預定5月24日在法國舉行全球會
員大會，將在近200名國家會員的見證下授獎。羅竹芳教授謙虛地說，「全世界相關動
物領域如牛羊豬雞等等有太多專家學者投入各項研究，表現都非常傑出，獲獎深感驚喜

與榮耀，也欣慰長久以來的付出被看見。」

（圖說）成大生物科技與產業學系羅竹芳教授是中華民國首位獲OIE傑出貢獻獎。（成
大提供）

1924年成立的「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法文簡
稱OIE」，總部設在法國巴黎。設立目的在維護國際動物及其畜產品之貿易安全並促進
國際間動物衛生合作。OIE負責制訂全球動物衛生及防檢疫標準，與「聯合國糧農組
織」及「世界衛生組織」均有合作，包括疫情通報、疫情監控、衛生標準制訂及資訊分

享等。

食物鏈中，蝦扮演關鍵性角色；蝦也是人類補充蛋白質營養的來源。養殖蝦類有助於減

緩大量捕撈造成海洋生態失衡的可能，甚至可以解決因極端氣候變異導致的糧食危機。

但蝦類養殖疫病不斷於全球各地發生，1992年爆發的「蝦白點病」至今仍讓蝦界記憶猶
新，當年因疫情衝擊，全球養殖蝦產量由原本72.1萬噸，一下子掉為60.9萬噸，驟減
16%。
蝦白點病，全球束手無策。羅竹芳教授是日本東京大學農學部水產學科博士，原本沒有

甲殼類動物相關研究經驗，有感於蝦白點病對包括台灣在內的蝦養殖業者帶來的巨大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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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在強烈使命感驅使下，1994年毅然投入陌生的領域。為解決問題，她不會就去查，
不懂就去問，從不自我設限，短短1、2個月裡，實驗室的研究即獲得重大成果，令學術
界大為驚嘆。

（圖說）羅竹芳教授（左）投入蝦疫病研究，獲的國際重要組織的肯定。（成大資料照

片）

羅竹芳教授印象深刻的說，開始做蝦白點病研究時正是農曆春節，但心裡壓根忘了過年

這件事，每天都浸在實驗室裡，分秒必爭搶時效，「感謝先生的理解與包容」，自己才

能無後顧之憂的投入研究，在實驗室以最短時間，純化出蝦白點病的病毒，得到病毒

DNA。一路走來，羅竹芳教授發表許多重要論文（至今仍為高引用率的研究文獻），也
讓愈來愈多的相關基礎研究有跡可循，喚起學術界重視海洋無脊椎動物與病原互動及防

禦機制的研究，更促使蝦養殖在生物安全上的運作與改革。

最讓羅竹芳教授引以為傲的是，一開始科學家從電子顯微鏡觀察，認為蝦白點病是桿狀

病毒所致。但羅竹芳教授從核酸序列及病毒組裝方法上推論，堅信應是新病毒造成。5、
6年後國際病毒協會正式認定，蝦白點病是新病毒導致。多年的研究與付出，羅竹芳教授
所主持的實驗室也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任命為參考實驗室。

感染蝦白點病的蝦，未發病前病毒量極低，一般的試劑很難測得。羅竹芳教授多方找尋

資料，某一次閱讀愛滋病相關文獻發現，愛滋病患者發病前，病毒量一樣很少，才有所

謂的空窗期，但試劑夠靈敏還是可以測得。她從中得到研究靈感，一舉開發出檢驗試

劑。更令人敬佩的是，羅竹芳教授竟將心血研究成果，以極低的價格將技術移轉給民

間。

數年前蝦類又出現新興疾病-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所造成的損失嚴重程度與蝦白點病不
相上下。羅竹芳教授實驗室再次經由會員國推舉、被OIE任命成為目前全球唯一一間的
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參考實驗室。羅竹芳教授2013年接受泰國邀請合作，不到3個月就
獲得一個帶有致病基因的病毒質體，確認致病機轉。也進一步開發出檢測試劑，讓業界

可以區別蝦苗健康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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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竹芳教授7年前應已故成大前校長黃煌煇的邀請，自台大轉往成大任教。她在既有的蝦
類研究基礎上，開啟抗病蝦(SPR)及無特定病原體蝦(SPF)的育種研究，並創設前瞻蝦類
養殖國際研發中心，建置科學化養蝦場，目標在促進全球養蝦產業管理方面的革新。羅

竹芳教授說，在台大時期做了很多基礎性的研究，發表很多論文。來到成大，得到將過

去研究成果，實際應用於蝦類養殖與協助台灣相關產業扎根的機會。

羅竹芳教授2020年2月屆齡退休，她在一場退休聯誼餐會上感性的說，當年決定從台大
來成大服務，許多同事、朋友都認為太冒險，一再提醒「不要輕舉妄動」。但事實證

明，來成大是再好不過的決定。也親自體會到南部人的熱情、純樸。羅竹芳透露，她是

內向、上台容易緊張的人，爭取國家級大型計畫要做許多簡報、口頭報告，蘇慧貞校長

還是副校長時期，就不厭其煩的關心、給建議，到了當校長也沒改變，甚至會協助演

練。「應該沒有哪個校長會這樣的吧！那種親切、誠意，到現在想起來，依然充滿感謝

與感動。」

羅竹芳教授雖然退休，但對蝦類研究的熱情絲毫未減。她現正於花蓮建置國內第一個結

合智慧養殖設施之標準化蝦類養殖專區，要將畢生的蝦類學術成果，繼續回饋給社會，

為台灣蝦類養殖產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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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生科學院線上教學 企業贊助升級

2020-03-24 00:10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各級學校都已展開線上教學的準備，過去

主要提供企業線上即時視訊開 會系統的 美 國 AVAYA亞美亞公

司，贈送企業版本的系統給成大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讓學校

也能享有企業級的視訊品質。

分享

A V A Y A贈送企業版視訊系統給成 大 生科學院。  記者修瑞瑩／攝影

讚 19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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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學校線上教學分為兩種，一種是將上課內容錄影後，放在

網路上，學生隨時上線收看，因為無法即時，教學效果較差，

另一種則是老師透過網路視訊上課，可同步看到學生的反應，

學生也能彼此討論。

業者指出，雖然視訊上課效果好，但學校多數使用免費的視訊

平台，品質較差，且學生人數不能太多，如果數十人要同時上

課，相當困難，功能也少，不過因應疫情，目前許多業者已提

供給企業使用的視訊「協作平台」給學校使用。

亞美亞公司昨天贈送企業版本的協作平台給成大生科學院，將

提供一到兩個學期免費使用，後續也將提供給台大，兩校共

250個班級，每班可以同時有200人一起視訊上課，教育部「酷

課雲」的合作廠商ZOOM，也提供協作平台給學校使用，但有

限制時數。

業界指出，歐美學校使用這種企業級「協作平台」相當有經

驗，但台灣只有少數私校及補習班聘請國外老師，國內學校熟

系這套系統的老師不多。

疫情 成大 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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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科技／耐心教…長者手機一指搞定

2020-03-24 00:14  聯合報  / 記者邵心杰／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工程科學所畢業的黃翎葳在救國團、台南社區大學及

高中從事資訊教學10多年，也指導銀髮族使用智慧型手機及電

腦運用，她說，指導銀髮族要有耐心，讓長者摸索熟悉手機上

的相關圖示及功能等，「一指搞定」讓生活更加便利。

分享

8

成功大學工程科學所畢業的黃翎葳（第一排右二）指導銀髮族智慧型手機及電腦運用 ，讓

生活更便利實用性。  圖／黃翎葳提供

讚 4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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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銀髮族最熱門、感興趣的是通訊軟體LINE及拍照，她說，

從下載、設定LINE，再到加好友、貼圖到學會轉傳，銀髮族大

約需2個小時，就可順利傳訊，從此可和家人及小朋友溝通互

動。

她說，銀髮族有手機問題時，常會向孩子求助，卻不知問題出

在哪，當孩子被問到不耐煩，通常把手機拿過來修正後再交

回，就沒有學習效果，這時需要耐心溝通，「銀髮族其實很想

自己解決問題的」。

其實若沒常使用手機內的功能的話，很多人常學一次就忘了，

她舉例，手機內的「設定」圖示像齒輪，有些人若不清楚圖

示，需要使用「設定」功能時，連想求助都沒辦法。

她說，手機內其實有很多好用功能，可透過App兌統一發票、

到各大醫院掛號等，也推薦GoogleMaps的App，若轎車沒有

油，打開應用程式，可標示當事人附近的加油站，順利加油，

還可以利用導航，規畫旅遊或散步路線，預估開車或走路所需

時間。

銀髮族 LINE 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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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牙子捐贈有氧飲品給成大醫院 替防疫人員加油。

感謝成大醫院抗疫 老虎牙子致贈3000瓶有氧飲料
孫宜秋／南市

2020/3/24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武漢肺

炎疫情延燒，成大醫院採取高規格的

防疫措施，對於防疫人員來說是一場

體力大考驗。有鑑於此，老虎牙子特

別捐贈3000瓶有氧飲料給成大醫院，

期盼提升防疫人員的攝氧量，給工作

人員加油打氣。

 捐贈儀式於3月23日在門診大樓400會議室舉行，由老虎牙子林志隆董事長代表

捐贈，成大醫院李經維副院長頒發感謝狀致謝，李副院長說，成大醫院從疫情一開

始即積極部署，抗疫兩個多月來戰戰兢兢，外界的支持對成大醫院來說非常重要，

非常感謝老虎牙子捐贈飲品補充防疫人員的體力。

 老虎牙子林志隆董事長表示，老虎牙子30年來，一直主張漢方草本「預防勝於治

療」，期盼透過捐贈含有西伯利亞人蔘原料的有氧飲品，為成大醫護人員加油，也

為台灣防疫加油，攜手並肩度過這場疫情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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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成大醫院抗疫　企業致贈3000瓶有氧飲料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0-03-23 16:57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老虎牙子特別捐贈3000瓶有氧飲料給成大醫院，期盼提升

防疫人員的攝氧量，給工作人員加油打氣，3/23在門診大樓400會議室舉行捐

贈儀式。

老虎牙子林志隆董事長代表捐贈，成大醫院李經維副院長頒發感謝狀致謝，李

副院長說，成大醫院從疫情一開始即積極部署，抗疫兩個多月來戰戰兢兢，外

界的支持對成大醫院來說非常重要，非常感謝老虎牙子捐贈飲品補充防疫人員

的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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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隆董事長表示，老虎牙子30年來，一直主張漢方草本「預防勝於治療」，

期盼透過捐贈含有西伯利亞人蔘原料的有氧飲品，為成大醫護人員加油，也為

台灣防疫加油，攜手並肩度過這場疫情風暴。



/

老虎牙子贈飲料 給成大醫護打氣

2020-03-23

　圖為：老虎牙子捐贈有氧飲品給成大醫院，替防疫人員加油。　（記者謝文祥／
攝）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成大醫院採取高規格的防疫措施，對於防疫人員來說是一場體
力大考驗。有鑑於此，老虎牙子特別捐贈三千瓶有氧飲料給成大醫院，期盼提升防疫
人員的攝氧量，給工作人員加油打氣。
　捐贈儀式於昨天在門診大樓四○○會議室舉行，由老虎牙子董事長林志隆代表捐
贈，成大醫院副院長李經維頒發感謝狀致謝，李副院長說，成大醫院從疫情一開始即
積極部署，抗疫兩個多月來戰戰兢兢，外界的支持對成大醫院來說非常重要，非常感
謝老虎牙子捐贈飲品補充防疫人員的體力。
　老虎牙子董事長林志隆表示，老虎牙子三十年來，一直主張漢方草本「預防勝於治
療」，期盼透過捐贈含有西伯利亞人蔘原料的有氧飲品，為成大醫護人員加油，也為
台灣防疫加油，攜手並肩度過這場疫情風暴！【記者謝文祥／台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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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牙子感謝醫院抗疫致贈有氧飲料 為醫護志工打氣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新冠肺炎疫情延燒，老虎牙子董事長林志隆今(23)日將

5,000多瓶老虎牙子有氧飲料贈送臺南市政府，再分送給臺南地區各大醫療院所的醫護

志工為抗疫前線的醫護志工加氧打氣；其中，老虎牙子捐贈3000瓶有氧飲料給成大醫

院，期盼提升防疫人員的攝氧量，給工作人員加油打氣，其他還分送包括臺南地區各

醫院。

捐贈儀式於3月23日由老虎牙子林志隆董事長代表捐贈，成大醫院李經維副院長特別頒

發感謝狀致謝。李經維副院長說，成大醫院採取高規格的防疫措施，對於防疫人員來

說是一場體力大考驗，醫院從疫情一開始即積極部署，抗疫2個多月來戰戰兢兢，外界

的支持對成大醫院來說非常重要，非常感謝老虎牙子捐贈飲品補充防疫人員的體力。

老虎牙子林志隆董事長表示，老虎牙子30年來，一直主張漢方草本「預防勝於治

療」，期盼透過捐贈含有西伯利亞人蔘原料的有氧飲品，為成大醫護人員加油，也為

臺灣防疫加油，攜手並肩度過這場疫情風暴！

勁報 2020/03/23 22:53(10小時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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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地方

台南防疫升級 醫院一般病房禁探病
最新更新：2020/03/23 15:34

台南市要求護理之家即日起暫停家屬探訪，所有醫院的一般病房也謝絕探病訪客，希望民眾多使用視訊
探訪。（台南市衛生局提供）中央社記者楊思瑞台南傳真 109年3月23日

（中央社記者楊思瑞台南23日電）武漢肺炎疫情延燒，台南市防疫措施再升級，市

府除要求轄內醫院暫時謝絕一般病房探病訪客；所有公有零售市場全面增設體溫檢測

站，攤商每天營業都要先量體溫，讓消費者安心。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醫事科長陳明旭今天告訴中央社記者，自從2019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爆發後，市府就曾發文給醫院鼓勵視訊探病，減少進

出醫院的機會。

因為近來疫情更加嚴峻，希望各醫院的防疫措施再升級，即日起到4月底前謝絕一般

病房探病訪客。陳明旭表示，台南的成大醫院已實施一般病房謝絕探病規定，這次也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loc.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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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望其他醫院也跟進。至於安寧病房與加護病房，仍由第一線的醫師評估病情等相

關因素，決定是否開放探病。

另外，台南市政府今天也宣布再加強各傳統市場的防疫措施，包括全面增加設置體溫

檢測站，每日營業前攤商均需量測體溫，提供消費者安心購物環境。

經濟發展局長陳凱凌表示，除要求攤商於每日營業前量測體溫並確實記錄外，也要使

用酒精消毒攤台。各市場的廁所、門把、水龍頭、公秤、休息區桌椅等，也會加強噴

灑稀釋過的漂白水，全力做好防疫工作。（編輯：孫承武）1090323

區域 醫院名稱 探病 陪病 探病時段

台北 台大醫院 探病2人 陪病1人 上午11時30分至12時30分
台北榮民總醫院 一般病房：每天1

次、每次2人
陪病1人 一般病房：下午6至7時

加護病房：上午11至12時
馬偕醫院 探病1人

（若有發燒、14
天內自疫區返國或

曾接觸感染個案及

12歲以下者，請
勿探病）

陪病1人
急診病人：一病一

陪

門診及檢查：最多

2人

一般病房：上午11時30分至12
時30分

國泰醫院 暫停一般病房及急

診探病

探病2人須登記

須登記 加護病房：時間限縮

三軍總醫院 實名登記 不同病房的探病時間有相關規定

新光醫院 每次2人 實名登記 一般病房：上午11時至12時、
下午4時至5時
加護病房：上午11時至11時30
分

振興醫院 每時段限2人（若
有發燒、14天內
自疫區返國或曾接

觸感染個案及12
歲以下者，暫勿探

病）

陪病1人（若有發
燒、14天內自疫
區返國或曾接觸感

染個案及12歲以
下者，暫勿陪病）

一般病房：上午11時到下午1
時、晚上6時到8時
加護中心：上午10時30分至11
時

萬芳醫院 限2人，需先取得
防疫通行證（14
日內有出國旅遊

史，請勿探病）

14日內有出國旅
遊史，請勿陪病

一般病房：上午11時至12時
（週一到週日）、晚間6時到7
時（週一到週五）

加護病房：上午11時到12時
北市聯醫／和平 一般病房：禁止 加護病房：中午12時至12時30

分

北市聯醫／其它 每次2人 陪病（含照服

員）：限1人（陪
伴證）

一般病房：上午11時至11時30
分、晚間7時至7時30分
加護病房：上午11時至11時30
分

台北慈濟 若14天內自國外
入境或接觸史，請

勿探病

白天2人、夜間
（含看護）1人
（若14天內自國
外入境或接觸史，

請勿陪病）

新北 輔大附設醫院 每次2人 加填新冠病毒肺炎

風險評估表

普通病房及加護病房：上午11
時至11時40分

亞東醫院 一般病房謝絕探病 限1人（實名制） 加護病房、呼吸照護中心、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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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上午11時15分至45分
衛福部雙和醫院 探病2人 陪病1人 一般病房：上午10至11時、下

午7時30分至8時30分
加護病房：上午11時至11時40
分

恩主公醫院 探病1人 陪病1人
基隆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暨情人

湖院區

一般病房：訪客2
人

一般病房：陪病1
人

一般病房：上午11時至下午1
時、晚間6時至8時
加護病房：上午11時至11時30
分

桃園 林口長庚

台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聖保祿醫院

衛福部桃園醫院

衛福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

敏盛

天晟

聯新

怡仁

天成

國軍桃園總醫院

除加護、安寧病房

及經專業同意，其

餘停止

陪病1人（實名
制）

新竹 台大醫院附設新竹分院

新竹馬偕醫院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南門綜合醫院

國軍新竹地區醫院附設民

眾診療服務處

除加護、安寧病房

及經醫療專業同

意，一般病房禁止

探病

陪病1人（實名
制）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

院

禁止探病 禁止陪病

培靈醫療社團法人關西醫

院

禁止探病至3/15 陪病1人

東元綜合醫院 一般病房謝絕探病

加護病房限1人
陪病1人 加護病房：上午11時至11時30

分

台中 台中榮總 探病2人 陪病1人 一般病房：上午11時至12時、
晚間7時至8時
加護病房：上午10時30分至10
時45分、晚間7時至7時15分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謝絕訪客

加護病房：每床限

2人

門診1人
一般病房1人（陪
病證）

加護病房：上午10時30分至11
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探病1人，須持訪
客證

陪病1人，並登錄
資料

一般病房：上午11時30分至12
時30分、晚間6時至7時
加護病房：上午11時至11時30
分、晚間6時30分至7時

彰化 縣內醫療院所 除加護、安寧病房

及經醫療專業同

意，全面禁止探病

南投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台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埔里基督教醫院

佑民醫院

竹山秀傳醫院

南投基督教醫院

曾漢棋醫院

中國附醫草屯分院

東華醫院

除加護、安寧病房

及經醫療專業同

意，一般病房禁止

探病

陪病1人（含照顧
服務員），採實名

登記

雲林 成大斗六分院

台大雲林分院

探病2人 陪病1人

嘉義 嘉義長庚 探病2人（14天內 陪病1人 一般病房：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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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國、香港、澳

門、日本、韓國、

泰國、新加坡、伊

朗、義大利旅遊史

民眾暫緩）

加護病房：上午（30分鐘）

衛福部朴子醫院 探病2人 陪病1人
台南 市府轄內醫院 4月底前一般病房

謝絕訪客，安寧病

房與加護病房由第

一線醫師評估

高雄 高醫、高榮總／高雄長庚 一般病房：1床2
人

加護病房：1床1
人

一般病房每天2時段
加護病房每天1時段

花蓮 慈濟 住院病人每次2人 陪病1人 一般病房：上午11時30分至12
時30分、晚間5時30分至6時30
分

加護重症病房、內、外科加護病

房／呼吸照護中心（另有規定）

金門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探病2人 陪病1人 探病時段：早上11至11時30
分、晚間6至7時

※中央社整理，管制措施以各醫院公布資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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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蜂擁返台的學生、旅客，讓過去7天，新冠肺炎的台灣確診案例暴增128例，不

斷演化的新冠病毒，患者最新的症狀竟是——喪失味覺、嗅覺。成大怎麼靠經驗和

科技雙軌並進，篩出非典型症狀的隱形病人？

「這兩個禮拜，是防疫最緊張的時候，」3月18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

中在記者會上提到，疫情未達高峰，未來兩週是最關鍵的時刻。

陳時中的宣示，在確診案例增加速度上展現無遺。過去7天，新增案例高達128例，

超過全國累計確診195例的65%。大批從歐美返國的台灣旅客、學生，加上悄悄增

加的無症狀患者，成了眼前一大隱憂。

其中，案75、81、83、92、118、161、162例接連傳出無症狀確診，比例約5%。

但據《彭博》報導，韓國疾病管理本部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長鄭銀敬（Jeong Eun-

Kyeong）預估，住院的新冠肺炎確診案例中超過兩成沒有典型症狀。

Web Only  文．  2020-03-23彭子珊

出現失去味覺、嗅覺的新型感染者     成大怎麼
樣篩出漏網之魚？

成大醫院病毒檢疫站。 圖片來源：黃明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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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刊出一篇由廣東疾控中心

團隊投稿的論文就指出，18位確診患者中有1位始終沒有症狀，但透

過鼻咽和咽喉拭子取得的病毒量卻和有症狀的患者差不多，「患者在

感染初期，病毒就有傳染力，研究結果也顯示，新冠病毒的篩檢和隔

離策略都要和SARS病毒有所不同。」

 「目前看起來，患者不一定會發高燒。如果他反覆就診，中燒、低燒一直查不到明

確的原因，或是明顯乾咳或喘，這些都要非常提高警覺，」成大醫院急診部災難醫

學科主任，SARS時期在台大醫院服務的林志豪警示，「這一波跟SARS或其他流

行病不太一樣，症狀非常不典型。」

面對非典型症狀的潛伏，身處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怎麼篩出這些「隱形病人」？

主打科技防疫，篩出案75的台南成大醫院，就用SARS時期累積至今的經驗與AI科

技應用層層把關，篩出無典型症狀的確診患者。

”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from=search&id=5099455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from=search&id=509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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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臨床檢疫站。（黃明堂攝）

非典型症狀：失去嗅覺

面對從歐美返台的學生大批入境，校園成了防疫的重要戰場之一。

2月22日到3月8日，案75這位成大學生在陪同德國交換生到德國之後，11日開始發

現自己失去嗅覺，到耳鼻喉科診所看診後卻不見改善，最後在16日到成大醫院看

診。

失去嗅覺的不只他，美國NBA第一個確診新冠肺炎的爵士隊中鋒戈貝爾（Rudy

Gobert）23日也在推特上寫到，自己已經4天沒有嗅覺，「失去嗅覺、味覺一定是

症狀之一。」

“英國耳鼻喉科協會也在上週五發出警訊，如果有人失去味覺、嗅
覺，就算沒有其他新冠肺炎的典型症狀，也應至少隔離7天，避免病

毒擴散。

只是，案75就診的當下，這樣的警訊尚未出現，包含德國在內的25個歐盟申根國，

也才剛在兩天前調升為第三級警示區域，入境者改為居家檢疫14天。

當時沒有典型症狀的他，因為德國旅遊史而轉到成大醫院篩檢站。根據成大的公

告，該同學因此「發現有肺炎跡象」，立刻收治負壓隔離病房，並於16日深夜確

診。

”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from=search&id=5099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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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接觸到，共同用餐的2位同學，加上這2位同學後續上課接觸

到的110位同學，也接到校方發出的自主健康管理通知，不進入校園上課，要阻絕

病毒傳遞的可能性。

成大校園學生。（黃明堂攝）

成大校長蘇慧貞解釋，早在一個月前就發文給人事室，請校內的老師和同學，只要

是搭飛機返台單趟超過10小時航程的，都先自主健康管理14天。

除了控管人流移動，公衛背景、擁有美國哈佛大學公衛學院環境衛生科學所博士的

蘇慧貞也提前佈局，要用科技防疫，「我們現在定調，心裡很清楚，我們要用科技

的方式來走一個新的路，」她說。

不斷進化、導入最新AI科技的成大醫院篩檢站，就是新策略的展現，初步成果，則

展現在案75的確診過程。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from=search&id=5099317


2020/3/24 出現失去味覺、嗅覺的新型感染者     成大...｜天下雜誌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9541 5/7

成大醫院篩檢站。（黃明堂攝）

AI分流篩檢站 減少交叉感染

3月19日，成大醫院的急診室前，有著貨櫃屋外觀的「戶外組合屋檢疫站」裡，穿

著全套隔離衣的醫護人員，剛忙著把30多位患者的人潮分流，過濾出需要採檢的疑

似病患。檢疫站裡的病床上，還躺著兩位正在等待篩檢結果的患者。

成大醫院急診部災難醫學科主任林志豪解釋，篩檢站裡一次輪班就需要9位醫護人

員，值班醫師不只是急診、胸腔科，內科系的眼科、皮膚科醫師等都要來支援，

「因為現在（篩檢）量真的太多，昨天、前天一天就來了近70人次，一小時就要

7、8個，甚至比一般小型醫院一整天的急診量還多。」

從患者踏入檢疫站，直到醫生做出決策，要不要讓病人進行採檢，漫長的排隊、等

待時間長達2個半小時，但在「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的應用下，已經縮短

為不到半小時。

第一步，是醫療病歷的自動化。

來到成大醫院篩檢站的患者，所有症狀、旅遊史、接觸史，都整理在統一頁面，透

過平板電腦填寫，透過系統自動給分制度，建議下一關看診的醫師，這個患者的風

險多高。

負責系統開發、導入的成大醫院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劉秉彥解釋，中央疫情指揮

中心列管的地區，從一開始的武漢不斷擴大、更新，一切寫入程式的好處在於，可

以大幅省去看診醫師一一確認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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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一旦患者有疑似症狀，要透過胸部X光來確認有沒有肺部有無病變，值

班醫師也可以藉由AI輔助判讀系統，立刻在平板上看到AI判讀建議。

（黃明堂攝）

影像醫學和胸腔科醫師也會在10分鐘內完成簡易報告，確認結果是否正確。

“「這次武漢肺炎的特色，就是早期肺炎特別多、不太好看，所以
這個系統就是給醫師一點信心，」劉秉彥說，一開始訓練AI看肺結

核的能力，目前針對肺炎來做訓練，敏感性（sensitivity）和特異

度（specificity）都在92%以上。

確診的成大學生因此被AI判別出肺部病變嗎？劉秉彥表示，他不能談論個案。

從串接資訊到AI輔助X光影像判讀，成大團隊從農曆年前就開始準備，以過去AI研

究為基礎，一天之內完成系統雛形，現在也逐漸擴大到英文、越南文、印尼文、韓

文版介面。

”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from=search&id=509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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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長蘇慧貞。（黃明堂攝）

「我們的流程愈短，病人等在篩檢站，可能會互相感染的時間就愈短，」成大校長

蘇慧貞說。（責任編輯：陳郁雁）

分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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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美術新秀的競技場 國美館復刻台展、府

展圖錄

2020-03-24 02:15  聯合報  / 記者陳宛茜/台北即時報導

日治時期的台灣沒有美術專門學校，對繪畫有興趣的年輕人如

何尋找同好?參加畫展成為藝術新秀重要的交流管道。國立台

灣美術館規劃「台展復刻．經典再現」出版計畫，復刻出版

分享

 美術館

第二回府展特選，李梅樹1 9 3 9 年繪製的「溫室」， 國 美館典藏。圖 / 國 美館提供

讚 5 分享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1M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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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BE%8E%E8%A1%93%E9%A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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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美術展覽會」、「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展覽圖錄16

冊，讓讀者一窺當時文青畫家作品的豐富多彩。

台灣美術自日治時期以來開啟「新美術」的發展。但當時台灣

並沒有設置美術專門學校，藝術同好多藉由參加美術展覽彼此

交流學習，透過官辦美展方式，讓藝術新秀得以躍上藝壇。當

時初出茅蘆的李梅樹、李石樵，後來都成為鼎鼎大名的重要畫

家。

1927年由「台灣美術教育會」主辦之「台灣美術展覽會」（簡

稱「台展」）共舉辦十回，1937年曾因故停辦一年，1938年由

「台灣總督府教育局」直接辦理的「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

「府展」）共舉辦六回，因前後期主辦單位不同，故有「台

展」（十回）與「府展」（六回）之稱，其發行之展覽圖錄，

成為日治時期台灣美術風貌的重要紀錄。

隨時代的遷移流轉，當時出版的展覽圖錄已流失殆盡，難窺全

貌，國立台灣美術館透過「台展復刻．經典再現」出版計畫，

委託藝術家出版社以當代數位技術及印刷品質，將台、府展之

16冊展覽圖錄重新付梓，重現台灣藝術史上的經典作品，。

此外，國美館也邀來國立成功大學教授蕭瓊瑞擔任撰文主筆，

針對現存台、府展作品展開蒐集調查，以「台府展圖錄復刻別

冊」呈現此次研究成果。內容除彙集16回台、府展之全部作品

目錄，台、府展時代重要大事年表、史料照片，以及現存作品

之100多幅彩色圖版等珍貴美術史料，同時收錄由蕭瓊瑞教授

執筆之研究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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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展府展16冊圖錄復刻出版 保留原版錯字
最新更新：2020/03/23 18:26

國美館委託藝術家雜誌耗時1年，復刻出版日治時期台展（台灣美術展覽會）、府展（台灣總督府美術
展覽會）共16屆展覽圖錄，其中也保留原版中的錯字，留下歷史痕跡。中央社記者鄭景雯攝　109年3月
23日

（中央社記者鄭景雯台北23日電）為重建台灣藝術史，國美館委託藝術家雜誌，耗

時1年復刻出版日治時期台灣美術展覽會、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共16屆展覽圖錄，

其中也保留原版中的錯字，留下歷史痕跡。

台灣現代美術的發展從日治時期，開啟台灣與世界藝術的思潮接觸，1927至1936年

舉辦10屆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台展），1938年起舉辦6屆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

（簡稱府展），培育許多台灣重要前輩藝術家。

為推動台灣美術史研究，國立台灣美術館委託藝術家雜誌，復刻出版「台灣美術展覽

會」、「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展覽圖錄16冊，重現日治時期台灣美術發展的時

代風華及藝術品味，並同步推出「台府展圖錄復刻別冊」，邀成功大學教授蕭瓊瑞擔

任撰文主筆，針對現存台、府展作品展開蒐集調查。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cu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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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美館長林志明今天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表示，台灣美術從日治時期以來開啟「新美

術」的發展，當時台灣並沒有設置美術專門學校，藝術同好多藉由美術展覽交流學

習，「當時的藝術家要成名，參加台展、府展是唯一的方式，入選官辦展覽，決定藝

術家的影響力。」

這16冊圖錄的原檔，全都來自藝術家雜誌創辦人何政廣的收藏。他表示，從1960至

1970年代便陸續收藏台展、府展圖錄，「但從沒想過會復刻出版」，這次歷時一年

完成，過程中因為紙質脆弱，導致掃描圖檔變得困難，再加上當年都是黑白印刷，美

編花很大的功夫修圖。

有趣的是，復刻過程中也發現過往的圖錄有許多錯字，為了忠於原著，這次的復刻出

版照樣印上原版的錯字，另外在「台府展圖錄復刻別冊」則附上校正後的正確名稱。

林志明說，「錯誤也是當時的歷史，當時校對可能沒那麼精密，但我們不能更改歷

史。」

過去在日治時期，圖錄都以日文書寫，這回復刻出版，藝術家雜誌也在別冊中，以中

文一一編排作品目錄。

何政廣說，「台展、府展圖錄非常珍貴，許多藝術家後代看了圖錄才知道有這些畫

作。」復刻的16冊圖錄為黑白印刷，別冊裡則是找到與圖錄中一模一樣或是畫作風

格類似的彩色畫作。他表示，陳澄波孫子陳立栢、林玉山兒子林柏亭認為這套復刻出

版很有意義，也都提供原畫作圖檔作為別冊使用。

「復刻出版是研究的開始」，蕭瓊瑞表示，過去台灣創價學會曾出過16本「台、府

展圖錄」電子書，檢索較為困難，但當推動台灣藝術史成為國家政策時，他認為這次

雖印製300冊提供各圖書館使用，但也應開放民間大量印製，才能把台灣藝術史的能

量傳播出去，尤其這次復刻計畫，意外找到許多過去一直被遺忘的藝術家，出版的同

時，也是台灣美術史研究的重新開始。

林志明表示，國美館目前也在籌備台展、府展的回顧性展覽，預計年底展出，開啟與

民間的對話。（編輯：張雅淨）109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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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建台灣藝術史，國立台灣美術館委託藝術家雜誌復刻出版日治時期台展、府展共16屆展覽
圖錄，國美館長林志明（左2）、藝術家雜誌創辦人何政廣（右2）、成功大學教授蕭瓊瑞
（左）都參與這項計畫。中央社記者鄭景雯攝　109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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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台灣美術史又一步！前瞻基礎建設支持「台
展復刻」出版計劃

▲前瞻基礎建設支持，國立台灣美術館規劃「台展復刻．經典再現」出版計畫。（圖／國立台灣美

術館提供）

記者林育綾／綜合報導

在文化部「前瞻基礎建設—重建台灣藝術史計畫」政策指導下，國立台灣美術館規劃

「台展復刻．經典再現」出版計畫，復刻日治時期台灣美術發展脈絡，爬梳台灣美術

發展的時代風華、藝術品味，展現歷史的原貌，也讓更多藝術愛好者可以容易的接

觸、使用這批歷史材料。

國立台灣美術館今（23）日發表「台灣美術展覽會」展覽圖錄十冊、「台灣總督府美

術展覽會」六冊，及《台府展圖錄復刻別冊》一本，館長林志明表示，此一出版計畫

復刻日治時期台灣美術發展脈絡，不但爬梳台灣美術發展的時代風華及藝術品味、展

現歷史的原貌，也讓更多藝術愛好者可以容易的接觸即使用這批歷史材料。同時，

《台府展圖錄復刻別冊》的出版重新整審視台府展的作品及其文化、歷史意義，與對

後世藝術發展的影響，別具意義。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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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府展特選，東洋畫，薛萬棟〈遊戲〉1938膠彩畫。國美館典藏。（圖／國立台灣美術館提

供）

《台府展圖錄復刻別冊》作者、國立成功大學蕭瓊瑞教授認為，此次復刻出版，展現

官方與民間對台灣美術史研究的重視與合作，透過史料的整合與重新建構，為台灣藝

術史建構再添新頁。承製出版作業的藝術家出版社何廣政社長則說，此次出版作業重

新整理重要的史料，並能以更平易近人的方式推介給更多人，別具意義。

台灣美術自日治時期以來，開啟「新美術」的發展，由於當時台灣並沒有設置美術專

門學校，藝術同好多藉由展覽彼此交流學習，透過官辦美展方式，美術青年得以躍上

藝壇舞台的機會，1927年由「台灣美術教育會」主辦的「台灣美術展覽會」（台展）

共舉辦10回，1937年曾因故停辦一年，1938年由「台灣總督府教育局」直接辦理的

「台灣美術展覽會」（府展）共舉辦6回，因前後期主辦單位不同，故有「台展」與

「府展」之稱。

其發行的展覽圖錄，成為日治時期台灣美術風貌的重要紀錄，更是前輩美術家藝術發

展的見證。然而因時代的遷移流轉，當時出版的展覽圖錄多已流失殆盡，難以窺見全

貌，國立台灣美術館透過「台展復刻．經典再現」出版計畫，委託藝術家出版社以當

代數位技術及印刷品質，將台、府展之16冊展覽圖錄復刻，重現台灣藝術史上的經典

作品，讓更多讀者得以展讀台灣早期的重要美術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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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展復刻．經典再現」新書發表會貴賓合影，左起：成大蕭瓊瑞教授、國美館林志明館長、藝

術家雜誌何正廣社長、國美館林明賢。（圖／國立台灣美術館提供）

「台展復刻．經典再現」出版計畫除了復刻出版台、府展圖錄16冊，重現日治時期台

灣美術官辦美展的樣貌，完整保存此批美術文獻，為了解當時參加台、府展的作品現

存狀況，特別邀請國立成功大學蕭瓊瑞教授擔任撰文主筆，針對現存台、府展作品展

開蒐集調查，以《台府展圖錄復刻別冊》呈現此次研究成果，內容除彙集16回台、府

展之全部作品目錄（並作中、日文對照）、台、府展時代重要大事年表、史料照片，

以及現存作品之100多幅彩色圖版等珍貴美術史料，同時收錄由蕭瓊瑞教授執筆之研

究專文，期待透過系統性的資源調查，蒐整保存重要藝術資產，持續為台灣美術史建

構扎根厚實基礎。

透過「台展復刻‧經典再現」出版，期藉此延續台灣早期重要美術文獻的保存，讓更

多讀者得以展讀，並期望透過系統性藝術資源的調查，即時蒐整與保存台灣重要藝術

資產，推動重建台灣美術發展之研究，以為完整建構台灣藝術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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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台灣美術發展原貌 國美館復刻出版台展圖錄
作者 芋傳媒編輯部  發表時間 2020-03-23 17:22

國美館復刻出版「臺灣美術展覽會」、「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展覽圖錄,並同步推出《臺府展圖錄復刻別冊》。 圖片來

源：文化部 提供

（芋傳媒編輯部報導）文化部所屬國立台灣美術館長期致力於台灣美術史的研究及推廣，本年

度在文化部「前瞻基礎建設——重建台灣藝術史計畫」政策指導下，規劃「台展復刻．經典再
現」出版計畫，今（23 日）發表「台灣美術展覽會」展覽圖錄十冊、「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覽
會」六冊，及《台府展圖錄復刻別冊》一本。

國美館館長林志明表示，此一出版計畫復刻日治時期台灣美術發展脈絡，不但爬梳台灣美術發

展的時代風華及藝術品味、展現歷史的原貌，也讓更多藝術愛好者可以容易的接觸即使用這批

歷史材料。同時，《台府展圖錄復刻別冊》的出版重新整審視台府展的作品及其文化、歷史意

義，與對後世藝術發展的影響，別具意義。

「臺展復刻．經典再現」新書發表會貴賓合影（左起成大蕭瓊瑞教授、國美館林志明館長、藝術家雜誌何正廣社長、
國美館林明賢）。

圖片來源：文化部 提供

文化 綜合 速報

https://taronews.tw/author/taronewscenter/
https://taronews.tw/category/culture/
https://taronews.tw/category/common/
https://taronews.tw/category/breakingnews/


2020/3/24 重現台灣美術發展原貌 國美館復刻出版台展圖錄 | 芋傳媒 TaroNews

https://taronews.tw/2020/03/23/643415/ 2/4

《台府展圖錄復刻別冊》作者國立成功大學蕭瓊瑞教授認為本次復刻出版展現官方與民間對台

灣美術史研究的重視與合作，透過史料的整合與重新建構，為台灣藝術史建構再添新頁。承製

出版作業的藝術家出版社何廣政社長則說，本次出版作業重新整理重要的史料，並能以更平易

近人的方式推介給更多人，別具意義。

台灣美術自日治時期以來開啟「新美術」的發展，由於當時台灣並沒有設置美術專門學校，藝

術同好多藉由美術展覽，彼此交流學習，透過官辦美展方式，美術青年得以躍上藝壇舞臺的機

會，1927 年由「台灣美術教育會」主辦之「台灣美術展覽會」（台展）共舉辦十回，1937 年
曾因故停辦一年，1938 年由「台灣總督府教育局」直接辦理的「台灣美術展覽會」（府展）共
舉辦六回，因前後期主辦單位不同，故有「台展」（十回）與「府展」（六回）之稱。其發行

之展覽圖錄，成為日治時期台灣美術風貌的重要紀錄，更是前輩美術家藝術發展的見證。

然因時代的遷移流轉，當時出版的展覽圖錄多已流失殆盡，難窺全貌，國立台灣美術館透過

「台展復刻．經典再現」出版計畫，委託藝術家出版社以當代數位技術及印刷品質，將台、府

展之十六冊展覽圖錄復刻付梓，重現台灣藝術史上的經典作品，讓更多讀者得以展讀台灣早期

的重要美術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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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府展特選_東洋畫_薛萬棟〈遊戲〉1938 膠彩畫_169.0_x_173.5_cm 國美館典藏。
圖片來源：文化部 提供

「台展復刻．經典再現」出版計畫除了復刻出版台、府展圖錄十六冊，重現日治時期台灣美術

官辦美展的樣貌，完整保存此批美術文獻，為了解當時參加台、府展的作品現存狀況，特別邀

請國立成功大學蕭瓊瑞教授擔任撰文主筆，針對現存台、府展作品展開蒐集調查，以《台府展

圖錄復刻別冊》呈現此次研究成果，內容除彙集十六回台、府展之全部作品目錄（並作中、日

文對照）、台、府展時代重要大事年表、史料照片，以及現存作品之一百多幅彩色圖版等珍貴

美術史料，同時收錄由蕭瓊瑞教授執筆之研究專文，期待透過系統性的資源調查，蒐整保存重

要藝術資產，持續為台灣美術史建構扎根厚實基礎。

透過「台展復刻・經典再現」出版，期藉此延續此一台灣早期重要美術文獻的保存，讓更多讀

者得以展讀，並希冀透過系統性藝術資源的調查，即時蒐整與保存台灣重要藝術資產，推動重

建台灣美術發展之研究，以為完整建構台灣藝術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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