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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製作短片《天使》紀念因
車禍早逝的學生邱紹亨。（記者劉
婉君翻攝自《天使》）

成功大學製作短片《天使》紀念因
車禍早逝的學生邱紹亨。（記者劉
婉君翻攝自《天使》）

2019-05-09 14:41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2年級學生邱紹亨於2017

年12月因車禍辭世，隔年7月，父母化小愛為大愛，捐出500萬元給成大，

成立「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母親節前夕，校方製作短片《天使》，

邀請邱紹亨的好友一起回憶昔日點滴，成為送給邱媽媽最特別的母親節禮

物。

《天使》片長8分鐘，由成大新聞中心籌

備製作，邀請邱紹亨的好友們提供珍貴照

片及影片，影片一開始，邱紹亨坐在宿舍

地板上，微笑看著手機說，「我想要謝謝

時間，謝謝擁有和失去，我已經覺得我好

幸運。」就是室友這無意間錄下的。

邱媽媽看到影片後感動不已，寫信向校方

表達謝意，「看了這段影片，彷彿又看到

了紹亨在我跟前，訴說著他在學校的生

活，內心激動不已。」

校方表示，邱媽媽去年捐出獎學金時，曾

說邱紹亨非常喜歡成大，「每次回家都會

跟我分享他在成大的生活點滴，即使他已

無法畢業，仍然希望他跟成大延續情緣，

感覺他一直在校園中歡唱著…」希望這份獎學金能像一顆種子，埋在領受

人的心裡，讓愛點滴延續。

為了讓更多人知道獎學金背後的故事，校方決定製作紀念短片，並選在母

親節前公開播放。

邱紹亨的同學們說，紹亨個性活潑也相當體貼，很愛哼哼唱唱，樂觀又有

正義感，「如果要用一個詞形容他，他真的是個『天使』，總是製造很多

歡樂，也會在他人難過時給予溫暖。」「如果他還在，會想跟他說『有你

感念母愛化成大愛種子 成大母親節前以短片紀念早
逝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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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好』」還有同學說，紹亨熱心助人，但「有時候反倒是可能忘了照顧自

己」。

「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以專戶投資取得收益及孳息作為獎學金，本金

永不動用，每年原則上發放3至6名，其中保留1/2給機械系，每名每學年3

萬元，並得視當年度投資取得收益及孳息，調整獎學金金額及人數。

《 天 使 》 影 片 連 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time_continue=3&v=jVbHMLTfM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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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揮洲教授和同學分享幸福與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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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母親節感恩活動「什麼樣的人最幸福?」
孫宜秋／南市

2019/5/9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溫馨五

月是感恩的時節，在母親節前夕，國

立臺南大學結合高教深耕計畫生命教

育講座，於5月8日邀請成功大學邵揮

洲教授蒞校演講，以「什麼樣的人最

幸福?」為主題，和同學分享幸福的秘

訣，現場也免費提供母親節卡片，讓學子藉由字句傳達心中的愛與感謝，氣氛溫馨

感人。
 

 最幸福的人，不是得到最多的人，而是懂得感恩的人。每一個人都想要幸福快

樂，而真正的快樂來自於對他人的感恩，及真誠無私的為他人付出。邵教授表示，

假如大家是從心裡做起、從家庭做起、從班上做起，關懷別人，用愛、用關懷去看

每件事情，整個社會會更好。當越來越多人開始念恩、利他，這個世界會充滿溫

暖、光明和希望。邵教授鼓勵同學對生命中具深恩的父母、師長、和對自己有恩的

人，勇敢說出心中的感謝。
 

 南大特地在演講現場準備母親節卡片，免費提供給同學透過親筆書寫卡片，寫下

對長輩感謝的話，寫妥後只要投遞到該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製作的「愛的信箱」即

會協助郵寄，向母親致上最深的敬意與祝褔。
 

 南大每年都用心規劃感恩活動，鼓勵學生藉由感受他人所給予的美好，發自內心

以具體方式表達感恩，進而引發未來助人的行為，達到善的循環，提升正向幸福

力。

http://www.enewstw.com/index.asp
http://www.enewstw.com/Cit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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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國建聯誼會、成大校友會邀請「工業技術

研究院」董事長李世光，以「邊緣運算：5G網

路與人工智能的融合」為題做科普演講。(記者

王稚融／攝影)

「邊緣運算：5G網路與人工智能的融合」演

講，出席人員合影。(記者王稚融／攝影)

工研院董事長李世光談5G邊緣運算
記者王稚融／馬州報導  2019年05月08日 06:00

趁「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李世光在華府

探親之機，華府國建聯誼會、成大校友會上

周末邀他在華府僑教中心大禮堂，以「邊緣運算：5G網路與人工智能的融合」

(Computing at the Edge: The Convergence of 5G and AI)為題做科普演講，他全程以英

文介紹邊緣運算的概念和工研院在開發智慧行動邊緣運算系統的努力，吸引超過150名
科技人參加。

曾任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的李世光表示，過去的數位科技基本屬於企業導向的運算，而

21世紀的智慧手機、大數據、人工智能和雲端運算，則轉向個人導向的運算。今天4G寬

頻智慧手機，看起來無論運算或速度，都可滿足目前需要。但如果從人工智能、無人機

即時遙控、虛擬實境、無人汽車的駕駛控制、醫院的遠端醫療服務等來看，這些新科技

的數據需要量太大，不足以應付。

下一波工業革命除了5G網路、如何將雲端與人工智能融合、更新儲存的硬體之外，邊緣

運算(Edge computing)也將是重要課題，這是一種分散式運算架構，將應用程式、數據

資料與服務的運算，由網路中心節點，移往網路邏輯上的邊緣節點來處理，更接近於用

戶終端裝置，因此更適合快速處理大數據與人工智能。

問及台灣在全球5G競爭中的角色時，李世光說，由於台灣市場太小，不可能成為全面建

立5G標準的領頭羊，但在研究5G與人工智能融合的邊緣運算和應用，絕對不能落後。

https://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9/05/201905080922374991_36595.jpg
https://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9/05/201905080922375042_3659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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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李世光。(記者王稚融／

攝影)
華府國建聯誼會、成大校友會邀請「工業技術

研究院」董事長李世光，以「邊緣運算：5G網

路與人工智能的融合」為題做科普演講，來賓

向他發問。(記者王稚融／攝影)

https://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9/05/201905080922375073_36595.jpg
https://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9/05/201905080922375144_3659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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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藝術走廊 生命最初的記憶
秒捷記者 ／ 陳祺昌採訪報導   2019-05-08 16:00

點閱795

 

成大醫院門診大樓2樓候診區的藝術走廊換上最新攝影展，第23期主題是「生命最初的

記憶」，賴卉溱攝影師捕捉新生兒階段最純真的模樣，記錄寶寶人生的起點，許多人看

了都非常感動。 

  

攝影展記者會在5月8號中午舉行，門診部何建良副主任致詞歡迎大家來欣賞這系列超療

癒的展覽。賴攝影師提供32幅作品，畫面中的新生兒平靜沉睡，彷彿與世隔絕，賴攝影

師解釋，新生兒拍攝最佳時機是出生5-12天，因為寶寶還沒有適應外界環境，仍然保持

在媽媽肚子中長時間睡眠的習慣，所以新生兒照片大部分呈現睡眠模樣。 

  

賴攝影師說自己25歲就當媽媽，想要一份能兼顧小孩、又能發揮專業的工作，於是開始

接觸新生兒攝影。賴老師在美國和澳洲進修新生兒拍攝技巧，也得過亞洲國際攝影組銀

獎，希望透過拍攝新生兒，記錄一個純真的 生命帶給大家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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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藝術走廊 「生命最初的記憶」賴卉溱攝
影展

大成報／于郁金 2019.05.09 10:33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連凱斐/臺南報導】成大醫院門診大樓2樓候診區的藝術走廊換上

最新攝影展，第23期主題是「生命最初的記憶」，賴卉溱攝影師捕捉新生兒階段最純

真的模樣，記錄寶寶人生的起點，許多人看了都非常感動。  

 

攝影展記者會在5月8日中午舉行，門診部何建良副主任致詞歡迎大家來欣賞這系列超

療癒的展覽。院方表示，賴卉溱攝影師提供32幅作品，畫面中的新生兒平靜沉睡，彷

彿與世隔絕，賴攝影師解釋，新生兒拍攝最佳時機是出生5-12天，因為寶寶還沒有適

應外界環境，仍然保持在媽媽肚子中長時間睡眠的習慣，所以新生兒照片大部分呈現睡

眠模樣。  

 

賴卉溱攝影師說，自己25歲就當媽媽，想要一份能兼顧小孩、又能發揮專業的工作，

於是開始接觸新生兒攝影。院方表示，賴卉溱老師在美國、澳洲進修新生兒拍攝技巧，

也得過亞洲國際攝影組銀獎，希望透過拍攝新生兒，記錄一個純真的生命帶給大家的感

動。 

 

展覽地點：成大醫院門診大樓2樓候診區  

展覽時間：即日起至8月31日

https://n.yam.com/
https://n.yam.com/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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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單孔胸腔鏡肺段及亞肺段切除術

孫宜秋／南市

2019/5/9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有位62

歲家庭主婦平時不菸不酒，家族中亦

無肺癌病史，健康檢查卻發現兩側肺

部共有3處毛玻璃狀肺結節，高度懷疑

是多發性早期肺腺癌。經手術執行右

上楔狀切除、左下楔狀切除，及右上

聯合亞肺段切除術，術後確診一處為第一期肺腺癌，其它兩處為原位癌，目前定期

追蹤已三年無復發跡象。
 

 另有位也是不菸不酒的70歲男性，本身有大腸癌病史，在做電腦斷層追蹤大腸癌

時，發現左上肺及左下肺深處各有1顆肺結節，懷疑是大腸癌轉移。經由左上亞肺段

切除術、左下肺段切除術治療後，目前配合藥物治療無其它部位復發。
 

 成大醫院胸腔外科張超群醫師指出，由於健康檢查與低劑量電腦斷層的篩檢增

加，有愈來愈多早期無症狀的肺癌被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同時，治療肺癌的肺部

切除手術發展，也從過去的傳統開胸、多孔的胸腔鏡，至現今的單孔胸腔鏡，手術

範圍也逐漸縮小，從肺葉切除、肺段切除，到更精緻的亞肺段切除，可達到精準切

除病灶的目標，並兼具治療及保留肺功能目的，讓病人能夠獲得更好的預後與生活

品質。
 

 然而，目前要做到如此精緻的切除手術仍存在著一些困難，而先天上每個人的解

剖構造有眾多變異，也使得手術存在著不確定性。不過，張超群醫師表示，成大醫

院利用術前3D血管氣管影像重組的技術，術前模擬手術中可能遇到的狀況，也可以

預估切除範圍是否足夠，進而減少手術時間、減少誤傷血管氣管的機會，降低手術

風險，真正達到所謂的精準切除。
 

 張超群醫師說，對於較深處的病灶，在做好術前3D血管氣管影像重組的準備後，

做肺段或亞肺段切除治療，比起局部楔狀切除有更佳的安全切除範圍，而且在合適

條件下，與肺葉切除具有相當的腫瘤治療效果，又能保留更多的肺功能。
 

 成大醫院自2015年開始發展單孔胸腔鏡手術，目前已累積近千例的單孔胸腔鏡解

剖性肺切除術，包括肺葉、簡單肺段、複雜性肺段、亞肺段等，其中肺段切除超過

500例、亞肺段切除超過100例，是全國經驗最豐富的醫學中心。
 

 適合肺段或亞肺段切除的病人，主要是原發性肺癌、病灶<2公分及毛玻璃狀肺結

節實心部分<50%，或是肺功能不佳、高齡及不適合接受大範圍肺葉切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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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菸不酒的六旬家庭主婦健檢發現
肺部有一處第一期肺腺癌與兩處原
位癌。（記者王俊忠翻攝）

成大醫院胸腔外科主治醫師張超群
說，進行肺癌胸腔手術時，有時會
以三D血管氣管影像作為輔助。
（記者王俊忠攝）

2019-05-08 21:41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62歲家庭主婦不沾菸、酒，家族也無肺癌病

史，一次健檢卻查出肺部兩側有3處毛玻璃狀肺結節，疑是多發性早期肺腺

癌，術後確診一處是第一期肺腺癌；另兩處是原位癌。成大醫院醫師提

醒，據統計，肺腺癌患者約有一半以上不抽菸，而且多是女性罹患，民眾

需留意這個寧靜殺手！

患者經手術切除肺部右上楔狀、左下楔狀

及右上聯合亞肺段，一處是第一期肺腺

癌，另兩處為原位癌，術後定期追蹤已3

年、無復發跡象。成大醫院胸腔外科主治

醫師張超群說，肺腺癌初期無痛、無症

狀，不易察覺，一般民眾可自費做低劑量

電腦斷層篩檢；國外研究指如有肺癌家族

史、長期抽菸、50歲以上族群，罹肺癌率

偏高，應主動定期篩檢。

張超群指出，因為健康檢查與低劑量電腦

斷層篩檢增加，有愈來愈多早期無症狀的

肺癌被早期診斷治療。同時，治療肺癌的

肺部切除術發展從過去開胸、多孔胸腔鏡

到現今單孔胸腔鏡，傷口愈小，手術範圍

縮小，從肺葉、肺段切除到更精緻的亞肺

段切除，可達到精準切除病灶目標，兼具

治療與保留肺功能目的，讓病人獲得更好

的預後與生活品質。

張醫師說明，對6旬婦人以單孔胸腔鏡切除肺部楔狀與亞肺段，切除範圍比

一片肺葉或肺段還要小，而適合切除肺段或亞肺段的患者，主要是原發性

肺癌、病灶小於2公分及毛玻璃狀肺結節實心部分小於50％，或是肺功能不

佳、高齡及不適合接受大範圍肺葉切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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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群坦言，當然此精緻切除手術仍存有一些困難，每人先天解剖構造有

眾多變異，使手術存在不確定性，但成醫利用術前3D血管氣管影像重組技

術，術前模擬手術中可能遇到狀況，可以預估切除範圍是否足夠，減少手

術時間與誤傷血管氣管的機會，降低手術風險，達到真正精準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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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影像重組助力  精準切除早期肺癌
　 記 者 王 勗 ／ 台 南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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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為台灣癌症死因之首，成大醫院胸腔外科醫師張超群指

出，隨著健康檢查與低劑量電腦斷層的篩檢增加，肺癌得以被早

期診斷、治療，透過3D血管氣管影像重組技術，能精準針對肺段

切除，縮小切除範圍，保全肺功能完整。 

　肺部密布血管、支氣管等，過去透過胸部X光，很難找到1公分

以下的肺部腫瘤，許多患者到確診時，多已是無法手術的3、4期

肺癌。

　張超群指出，一名62歲家庭主婦平時不菸不酒，家族中亦無肺

癌病史，健康檢查卻發現兩側肺部共有3處毛玻璃狀肺結節，疑是

多發性早期肺腺癌。經手術切除後確診一處為第1期肺腺癌，其他

兩處為原位癌，經追蹤已3年無復發跡象；另一名不菸不酒的70

歲男性，有大腸癌病史，電腦斷層追蹤大腸癌時，發現左上肺及

左下肺深處各有1顆肺結節，疑是大腸癌轉移。經切除後配合藥物

治療，無其他部位復發。

　張超群指出，成大醫院自104年開始發展單孔胸腔鏡手術，已

累積近千例的單孔胸腔鏡肺切除術，包括肺葉、簡單及複雜性肺

段肺段、亞肺段等，肺段切除超過500例、亞肺段切除超過100

例。

　張超群強調，術前3D血管氣管影像重組，可以針對較深處的病

灶如肺段或亞肺段進行局部楔狀切除，不僅保障切除範圍的安

全，在合適條件下，與肺葉切除具有相當的腫瘤治療效果，又能

保留更多的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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