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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小兒骨科醫材勇奪成大越南醫療創新大獎

孫宜秋／南市

2019/7/12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2019成

功大學與胡志明醫藥大學醫療科技創

新週課程（ 2019 NCKU and UMP

Healthcar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urse）於7月10

日在越南胡志明醫藥大學舉辦成果發

表會，發表會由成大前瞻醫療器材科

技中心研究員及越南胡志明醫藥大學臨床醫師、智財權教授等組成評審團，針對學

生商品化概念提案進行評比。本次發表會冠軍也將成為成功大學預計於10月份辦理

創新競賽中的種子選手隊伍。

 本次獲得冠軍的隊伍「馬蹄內翻足矯正器」，針對新生兒馬蹄內翻足（Clubfoot）

治療提出創新想法，並以客製化3D列印取代現行粘性膠布及石膏固定法，提供更方

便更替且通氣效果更佳的矯正器，該設計同時也獲得本次最佳雛型品試製大賞。馬

蹄內翻足是新生兒最常見的骨關節畸形，發生率約為千分之一，絕大多數的病患經

過早期介入、早期治療可痊癒。亞軍及最佳創意獎由「EEG憂鬱症生理訊號警示系

統」隊伍獲得，季軍則頒發給「智慧型整合病床」隊伍。

 成大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研究員林育昇博士受邀擔任本次創新週課程3D列印實

務教師與發表會評審，其表示：「胡志明醫藥大學參與創新週課程的學生經過十天

創新週所學習的概念與熱烈討論後，已能運用現有的臨床經驗與知識收集臨床需

求，期待學生們未來有機會在設計、創意、商品化、專利管理基礎上繼續得到更深

入的訓練，培育出優秀的新創人才及團隊，為越南的醫療科技帶來進步與改善。」

 胡志明醫藥大學負責本次創新週籌備委員Tran Ngoc Dang教授表示：「成功大學

在醫療科技創新具備豐富的教學成果與新創經驗，創新週課程對於胡志明醫藥大學

創新培育給予莫大的幫助，我們看見學生們在學習與啟發當中所獲得的喜悅，心裡

非常感動。」

 此外，協助帶領創新週課程小組活動的成大醫工所助教們亦在創新週尾聲對胡志

明醫藥大學籌備委員與參與學生們表達感謝，表示參與創新週雖是貢獻自己的所學

與專長來幫助越南學生，卻也發現他們具備突出的簡報能力及學習熱忱，從他們身

上獲得不同的收穫與學習。

 創新週課程為期十天，由成大研究總中心、醫工系、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規

劃，結合當地臨床醫師共同授課，課程內容從臨床出發，透過跨領域的腦力激盪、

設計發想，將臨床需求構想轉化為商品化概念提案，開發醫療及社會所需之高臨床

應用價值的醫療器材產品，提升研究與滿足臨床需求，創新的課程內容也吸引了超

過50位胡志明醫藥大學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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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陸生來台】碩博生較去年多，招生達成率96%

 

   國立政治大學 (/Search/News?tag=9) , 國立成功大學 (/Search/News?tag=43) ,

輔仁大學 (/Search/News?tag=38) , 國立臺灣大學 (/Search/News?tag=46) , 國立清

華大學 (/Search/News?tag=44)

108學年度陸生來臺就讀碩博士班，計有71校共錄取1,440名，較去年增加115名
（去年77校錄取1,325名），招生達成率為96%較去年88%高。其中，博士班今年
有53校（去年56校）共錄取361名（去年錄取329名），較去年增加32名；碩士班
則有64校（去年70校）共錄取1079名（去年錄取996名），較去年增加83名。

臺大錄取碩博陸生最多

今年錄取最多陸生的學校仍為臺大，共計錄取162人，其次是政大140人、再來是
輔仁105人、清大96人、成大77人、交大70人、臺師大56人、臺科大60人、中央
42人、世新38人。

  大學問編輯部

  2019-07-12

https://www.unews.com.tw/News/School?type=1
https://www.unews.com.tw/Search/News?tag=9
https://www.unews.com.tw/Search/News?tag=43
https://www.unews.com.tw/Search/News?tag=38
https://www.unews.com.tw/Search/News?tag=46
https://www.unews.com.tw/Search/News?tag=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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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生就讀管理行政類最多

陸生錄取校系學類分類，以「管理及行政學類」112人最多、其次是「軟體及應用
的開發與分析學類」101人、「時尚、室內設計及工業設計學類」96人、再來是
「金融、銀行業及保險學類」72人、「電機與電子工程學類」71人、「新聞學及
傳播相關學類」6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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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1, 教育

大學不分系｜高教的兩難：專業要有，但也不用鑽牛角尖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成大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學校，有的老師就是堅持『專業』，沒有專業就沒有一切。」最常遇到的教授
回應是，「我們成大是企業最愛用，培養專業人才才是重點⋯⋯」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羊正鈺｜圖表：林梵謹｜封面設計：高嘉宏

蘇修德（化名），成功大學大二，因為考上成大的分數只能填文學院，又自認英文、歷史不太

好，只好先進台文系，但大一的他不知道自己興趣到底是什麼，為了要到處探索，修了很多

「怪課」，例如跑去都市計畫系，又到經濟系、統計系去上課。

https://www.thenewslens.com/category/education
http://vr2.cyberon.com.tw/cloud_tts/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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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快結束時，他想到自己修那麼多「有的沒有的」課，如果留在台文系，就都變得沒有用了

（學分不承認），再加上他還有好多系外想修的課沒上到，留在原系又有撞課、衝堂等限制。

於是，他在大二申請轉進「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文後簡稱「不分系」）。

現在的蘇修德，不但可以繼續多方嘗試，也針對商管領域延續他大一的探索，開始選修一些比

較進階的課程，像是個體、總體經濟學等，因為不隸屬於任何系，他沒有任何必選修的限制，

可以只上自己有興趣、想學習的課。

「不分系」的出現，跟這幾年常聽到的「無動力世代」不無關聯，說的是年輕人在大學迷茫四

年，即便發現「科系跟原本的想像不一樣」而沒興趣又念不好，想轉系卻又轉不出去，最後只

求能混畢業。

根據教育部最新統計數據，106學年大專校院裡，幾乎每4個大學生就有1人休退學。若

只看該學年新申請的，退學理由第一名就是「志趣不合」（占27.8%）；休學理由的第

二名又是「學業志趣不符」（占14.4%）。其中沒休退學但念的不開心、沒興趣或學非

所用的不知道還有多少。

http://ccep.ncku.edu.tw/index.php
https://udn.com/news/story/7340/2830016
https://udb.moe.edu.tw/DetailReportList/%E5%AD%B8%E7%94%9F%E9%A1%9E/StatUniversitySuspendStudent/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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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把一個科系唸到畢業」的大學教育，似乎不見得適合每個學生，成大的「不分系」

就是試圖提供一個不同的選擇，也期待能培養出更「跨域」的學生。不過，真的有這麼完美

嗎？

即便進了「不分系」，即將升上大三的蘇修德卻遇到另一困擾，就是成大「不分系」畢業前一

定要拿到某個學院50學分、還要達到某系的輔系門檻，「像管理學院就要修到50學分（16門

課左右），但值得去上的課又太少，統計系要拿輔系也有點太硬⋯⋯」的確，很多系都少不了

「有點鳥」但又不得不修的「必修課」。

跨域不重要，專業才重要？

成大教務長王育民接受訪問時表示，原本的不分系只有大一，大二之後就要分科系，2017年改

制成「大一到大四」都不分系，一開始就希望完全讓學生「自組」課表，4年128個學分都可以

自己決定，成大9個學院，想在哪個學院修幾學分都行，畢業時以修課學分最高的學院為主，

授與該學院學士學位。

• 5成大學生選錯科系、學非所用？成大推出「大一至大四不分系」

但這個「理想」送到教務處，卻被自家的校內行政擋下來，「他們認為這樣不等值，例如跟高

分群學系比，一個修了80學分必修，一個只修了40幾學分，為什麼能拿一樣的畢業證書？憑什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4406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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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都拿『工學院學士』？」

去跟各院溝通的時候，也再次被某些學院打槍，「他們會質疑，憑什麼不分系的學生可以拿該

學院的學士，『你知道我們學生考進來是成大高分群嗎⋯⋯』，基本上，他們就是認為，沒有

修到該科系的必修學分，就不夠格拿他們的學士學位。」

甚至還有相關行政主管也對王育民說，不要看不分系的學生現在可能過的很開心，但有可能畢

業之後又回來怪學校，覺得自己能力不夠，就是當年東拉西扯地修了一推課卻沒有專業。

就這樣，在多方折衝之後，成大的「不分系」就多了兩個門檻，畢業之前得在一個學院修習至

少50學分以上，同時，還要拿到一個系所的輔系門檻。

「成大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學校，有的老師就是堅持『專業』，沒有專業就沒有一切。我想法

是，專業要有，但也不需要鑽牛角尖。就像某些學院，我就說你們學生學了那麼多『專業的東

西』出去，又能用到多少，現在職場上更重視的是跨域的能力⋯⋯」

但最常遇到的教授回應是，「我們成大是企業最愛用，培養專業人才才是重點，跨域沒那麼重

要⋯⋯」

「企業界最愛第一名，就是當別人員工啊，我們成大的學生難道只能被人家

hire嗎？為什麼不能培養出大家最愛的企業主？」有些話，王育民只能在心裡

想、無法說出口，而原以為一兩年可以做到的事，可能要花5到10年才可能達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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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只是成大，交大的「不分系」（百川學程）主任蘇育德受訪也指出，大學就是一個很保守

的單位，當初交大想變革一樣有教授跳出來反對，說過去三四十年都是那樣做、學生都是那樣

訓練出來的，為什麼要改？為什麼要跟人家不一樣？這樣訓練出來的學生品質能放心嗎？

大學教授教不出的「執行力」？

除了更彈性的修課，各校的「不分系」還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畢業前都得「做專題」，成大要

求至少有3個學期要各完成一個「專案」，每個6學分、共18學分；交大則從大一、大二開始每

學期都要各做一個1-4學分小專題，到了大三大四還要完成6-9學分的畢業專題；清大的「不分

系」（實驗教育方案）也規定要做畢業專題。

不過，與其說是對專題的重視，不如說是對「執行力」的重視，成大不分系的導師、資工系教

授蘇文鈺受訪時提到，曾經有一個同學，提案說想去偏遠的高山國家半年、做影像跟文字的紀

錄，聽起來覺得很不錯，但學生最後卻沒有去，後來也不知道為什麼，下學期又換了一個專

題，因為執行不力而告失敗。

「我們通常很在意一件事情，你提了這個案子，跟當初說好的為何不一樣？又或是為什麼放

棄？為什麼選新的案子？選新的理由又是什麼？但通常問到這裡學生就已經快不行了，不能都

只會唸書啊⋯⋯」去年在專題報告時，多次把學生問到哭的蘇文鈺無奈地說道。

「也就是說，我們要看的是執行力，沒有一定要多厲害的idea，但期末就是要看結果，你提了

什麼idea，你就要把它做完。idea是自己想的，目標也是你自己訂的。」他認為，不分系的價

值就是讓學生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透過3個專題實作的方式去確認，所以把它執行完是很重

要的；而老師該做的是引導，而非教導。

成大教務長王育民（左）與成大不分系第一屆畢業生侯智薰

Photo credit: 成功大學提供Photo credit: 成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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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雖如此，現階段各校的作法是，成大提供學生行政、學業導師各一位；交大會有一位選課、

生活方面的導師，再搭配核心領域導師；清大則是含一位主責老師和學習領域相關的校內外老

師，校外業師通常要學生積極爭取才有機會，並非常態，但所謂的「兩位導師」幾乎都不是

「不分系」的「專任導師」。

這些選課無比自由的學生，開學拿到的課表，上面可能只有兩堂體育課，其他都是空白，得靠

自己去探索。對於過去「被填鴨」長大的人，突然擁有這麼大的學習空間，會懂得如何利用這

一份自由嗎？而這些看似輔導老師的工作，還是需要靠一群體制內的「熱心教授」來輔導。

然後當學生又被要求有執行力、要實作，但負責帶的往往是同一群「熱心教授」，但教授自己

身上可能就已經身兼數職，要在系所開課、帶研究生、發paper、產學合作、行政職等，這些

已經耗掉許多時間和心力，還要再擠出休息時間與這些學生討論，其實非常吃力。【註】

• 專訪蘇文鈺：大學教授的那些「緊箍咒」

「不分系」畢業找得到工作嗎？

此外，「不分系」的學生最常被質疑的，就是畢業後找不找得到工作。如果沒有所謂的「成功

案例」，又很難說服更多學校或老師、甚至是教育部給予更多的資源和經費。

工業化時代強調專業分工，傳統的畢業證上寫的是XX大學XX系，去人力銀行第一個要填得也

是學校、科系，但這些學生卻可能「跨（域）到最後只剩下校名」，這樣的「履歷」進入職場

後，有企業買單嗎？

侯智薰，現在是大六，也是成大不分系的第一屆畢業生，他原本念化工系，因為家庭因素很早

就開始工作接案，到了大三時狂接網路案子、走遍全台當講師，他教簡報技巧、也自己生產內

容靠知識付費，但因為工學院（必選修太多）自由的時間太少，差點想休學的他，大四先降轉

去工資管系的大三，隔年又轉進「不分系」念大五、大六。

「其實，執行力是無法教的，要靠實踐才可以學到，也就是動手的能力。部分

教授的學術研究是在一個非常小的範圍裡面進行最佳化，這樣的研究最容易發

表，但永遠就只能在小小的象牙塔裡，那個假設條件、邊界條件都是不實際

的，最後，那個東西根本不可能做出來，也就是根本不能被執行，學生看在眼

裡往往就有樣學樣了。」蘇文鈺進一步提到。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1334
https://www.facebook.com/raymondhou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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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進了「不分系」反倒如魚得水，三學期各一個專題根本難不倒他，6年下來超修到184學

分，他參加過商業競賽、去印度自助，多次創辦跨校組織、在網路上寫專欄，還沒畢業就在新

創公司「上班」，他全職工作、兼職學生，平均月收入甚至達到10萬。對侯智薰來說，只有一

種專長，根本不足以未來面對變化極快的世界。

問他會不會擔心自己畢業證書上寫什麼？

侯智薰灑脫地笑著回答，「完全不會，學歷不能代表你的能力，充其量只是一張收據」，還說

「這個學歷只想給媽媽看而已。」

就連現在才大二的蘇修德也覺得，就算畢業證書上只寫個「管學院學士」，也不用擔心，他覺

得商管學系本來就沒太多專業，就跟「不分系」差不多，「但如果是拿『工學院學士』，或拿

機械系、化工系等的畢業證書，可能感覺就會有差了。」

侯智薰於今年六月畢業，這應該也是全台灣第一張「不分系」學生的畢業證書

Photo credit: 侯智薰提供Photo credit: 侯智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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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大一不分系的同學會煩惱，「如果留在不分系，畢業之後找工作，會比較困難一點，有

些工作通常都會找『本科系』的人⋯⋯。」

104人力銀行的人資長鍾文雄受訪提到，的確有些產業像是生技醫療、資訊或營建工程，專業

度要求比較高，在雇主不習慣的狀況下，求職相對劣勢。但反過來說，服務業或知識性服務業

更希望是跨域、多工的人才。

就連104的企業內部自去年起也多了9個月的培訓計畫，把資訊、資安的人送去學行銷企劃，原

本做行銷企劃的人也要會懂設計，讓旗下員工至少要會5種（行銷企劃、設計、UI/UX、資安、

程式設計）技能，都是為了培養整合性人才，更因為「跨領」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顯學。

• 【不分系之一】既然大學生都學非所用，不如就「不分系」算了

【註】在採訪過程中，成大教務長（身兼不分系主任）和交大百川計畫主任都提到，目前正在

對外增聘專任教授，也有的正在面試流程中，預計下學期能各自補進兩位「導師」。

核稿編輯：楊之瑜

「在人力資源的領域，全世界、或亞太區都在討論如何因應AI時代的來臨，未

來的人才該長什麼樣子？企業該如何培育人才？最終的答案，通常都是『跨

域』人才，不能只會學校裡的專業，還要懂得資訊、科技的應用，個人也要有

多元學習的習慣、適應力，這樣才能不被AI機器所取代。」也身兼中華人力資

源管理協會理事長的鍾文雄說道。

不分系 •  跨領域 •  成大 •  跨域 •  成功大學 •  無動力世代 •  休學 •  退學 •  大學生 •  專業 •  交大 •  百川學程 •  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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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去年「高教深耕計畫」提供40億元給4所頂尖國立大學，不過，監委張
武修調查發現，台成清交4所大學全英語授課占比皆未達2成，台大各年均只達
5%，成大低於10%，交大於10至13%，清大雖較好，但也均低於20%。監察
院通過調查報告，促請教育部積極研議妥處。（資料照）

2019-07-12 11:48

〔記者鍾麗華／台北報導〕教育部去年「高教深耕計畫」提供40億元給4所

頂尖國立大學，不過，監委張武修調查發現，台成清交4所大學全英語授課

占比皆未達2成，台大各年均只達5%，成大低於10%，交大於10至13%，

清大雖較好，但也均低於20%。監察院通過調查報告，促請教育部積極研

議妥處。

張武修指出，泰晤士高等教育（THE）調查全球700個城市7萬個大學與碩

士英語課程的分析，卻呈現台大僅有20個、成功大學2個、清華大學僅1個

英語課程，與教育部與4校的資料呈現極不一致：此雖非國際政府間組織的

系統登記，凸顯教育部推動4所頂尖大學英語課程、國際競爭力與國際現況

有明顯落差。

張武修說，4校也僅支應不到1%經費於英語授課，再加上逐年變動幅度極

大，顯示各校並未長期有系統整合教育部資源於提供學生英語課程與環境

改善；而各校英語課程除數量上呈顯停滯或呈減少外，迄未建立具體品質

指標；目前4校全英語授課課程普遍缺乏提供學生語言能力前置預備或篩選

程序，衍生課堂中遇學習落差，欠缺系統性學生學習輔導。

監院調查：台成清交全英語授課未達2成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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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武修建議，教師的教學方式係全英語授課課程能否成功之關鍵，教育部

與4校遲未建立有系統的授課教師英語教學訓練。教育部允宜會同學校妥善

研議規劃長期、系統性的教師英語教學能力發展訓練，並提供足夠誘因獎

勵配套措施，以強化並激勵教師英語教學能力及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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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女力扎根 全國科展入選43%是女學生

第59屆全國中⼩學科學展覽22⽇將在⾼雄展覽館舉⾏7天，去年參加科展的萬
⽂甯分享，參與科展沒有標準答案，需要在實驗過程中找真相，她已循清華
⼤學特殊選才管道錄取動⼒機械系。

教育部政務次⻑范巽綠表⽰，這項科展是年輕科學⼈才的重要舞台，講究動
⼿做的精神，也與108課綱新增的「探究與實作」課程相符。

今年⾃⾼雄⼥中畢業的萬⽂甯曾以「材料的1/1&1/3 OCT回響時間測量與吸
⾳研究」獲全國科展物理與天⽂學科第三名。這個主題是研究可應⽤於隔⾳
牆等設備的「吸⾳率」測量。

萬⽂甯說，她本來只是好奇隔⾳⽿罩的吸⾳原理，深⼊探索，才發現吸⾳材
料的吸⾳率的測量不便利，不但⼀次要花費上萬元，還要把材料送往很遠的
實驗室。她為此展開實驗，找出⽅便快速的吸⾳率測量⽅式。

萬⽂甯說，參加科展和上⾃然課很不同，因為做實驗沒有標準答案，需要在
失敗中去除錯誤，花⼀年時間不斷在實驗過程中找出答案。但科展⽐較貼近
⽣活，讓她對科學的印象更深刻。

另⼀名從雄⼥畢業的楊俐婷則透過學測申請錄取成功⼤學物理治療系。她去
年⾼⼆時，參加科展的題⽬是有關地震隱沒帶的測量。她參考過去⽂獻，⾃
⼰設計⼀套模擬實驗室，了解地震隱沒帶的⼒學作⽤，試圖幫助科學研究者
深⼊了解地震成因。

楊俐婷說，她在實作中找到對科學的熱情，也從中發現⼩時候想改變世界的
天真夢想，原來可以在科學研究中⼀步步實現。她參展並不是為了獲得參展
證明，也不是為了累積備審資料。反倒是在實驗失敗中培養耐挫⼒，以及科
學研究追根究柢的精神，影響她更深。

2019-07-12 12:17 聯合報 記者潘乃欣╱即時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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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科教館館⻑陳雪⽟說，本次共徵得1萬2496件科學作品，最後只有400件
進⼊展覽，占3%。許多部會⼒推科學⼥⼒，本次參展的1143名學⽣中，包括
647個男⽣，496個⼥⽣，⼥⽣占了4成3，顯⽰⼥學⽣參與科學的⽐率也不
低。

第59屆全國中⼩學科展展前記者會於教育部舉⾏，科教館⾃然⽼師邀教育部次⻑范巽綠（左3）演⽰化學

實驗。記者潘乃欣／攝影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9/07/12/realtime/6554511.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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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中⾃然組學⽣萬⽂甯（左）、楊俐婷（右）去年參與全國中⼩學科展，啟發對科學的興趣。記者潘

乃欣／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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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趨勢周報第92期：瞄準醫療影像AI！
成大正研發數位病理切片AI判讀系統
成大和成大醫院聯手精進多年研究成果，在原有的全景組織體細胞定量分析儀中，導入自行研發的AI
系統，要來輔助醫生判讀病理切片。此外，成大也瞄準智慧工業4.1，以智慧工廠自動化iFA雲平臺助
製造大廠如日月光、漢翔、台塑等自動AI線上全檢。另一方面，IBM研發AI液體檢測器Hypertaste，
可秒速分析飲品、河川湖泊等液體成分。

成大和成大醫院聯手精進多年研究成果，在原有的全景組織體細胞定量分析儀中，導入自行研發的AI系統，要來輔
助醫生判讀病理切片。

重點新聞(0705～0711)

成大   醫療影像    數位病理  

瞄準醫療影像AI！成大正研發數位病理切片AI判讀系統

成功大學與成大醫院發展智慧醫療數十載，近年更透過先前的研究基礎和自家儀器，在全景

組織體細胞定量分析儀中導入自行研發的AI系統，來輔助醫生判讀病理切片中細胞病變的區

域。

圖片來源: 攝影／王若樸

https://www.ithome.com.tw/users/%E7%8E%8B%E8%8B%A5%E6%A8%B8


該研究計畫由成大臨床醫學研究所教授蔡坤哲負責，而全景組織體細胞定量分析儀由類流式

細胞組織儀和免疫化學分析軟體、免疫螢光分析軟體組成。蔡坤哲表示，其中的定量分析軟

體可導入AI，將檢體中的蛋白質分子獨立拆解，得到單一細胞資訊，更精準量化切片組織。

他提到，這套AI系統以數位病理切片訓練而成，但由於影像解析度過高、可達數十億畫素，

團隊將影像分割為數個區塊來訓練AI模型。目前，該AI系統已於數家醫院進行測試，但準確

率則尚無法揭露。未來，成大計畫將這套系統送件衛福部食藥署（TFDA），通過認證後再上

市，另一方面也將成立「科學服務公司」，結合其他生醫核心平臺來提供多種生醫實驗服

務。



智慧製造    成大    AVM 

AI線上全檢讓製造業零缺陷，成大力推智慧工業4.1

成功大學智慧製造研究中心教授鄭芳田整合多年研究成果和外部資源，將自行研發的自動虛

擬量測（AVM）、智慧型預測保養（IPM）、智慧型良率管理（IYM）、先進製造物聯雲

（AMCoT）架構等技術，結合大數據資料平臺、能進行邊緣運算的關鍵物聯網元件

（CPA），打造一套智慧工廠自動化iFA雲平臺。其中，AVM能即時檢測所有產品，IPM則能

預測機臺壽命，IYM則可針對瑕疵品，利用關鍵參數搜尋演算法（KSA）找出瑕疵原因，協

助改善良率。鄭芳田表示，AVM和KSA可助製造業走向智慧工業4.1，達到近零缺陷（Zero

defects）。

在實際應用上，日月光、友達、群創、漢翔、遠東機械、銓寶等製造業大廠已採用iFA平臺。

不只如此，鄭芳田團隊還正以容器技術優化iFA平臺，比如水平擴展（Horizontal

scaling），增加數個相同服務的應用程式Pod、降低負荷，或是失效轉移（Failover），來

維持系統穩定性。

IBM     Hypertaste     液體檢測 



IBM研發AI液體檢測器，秒速分析飲品和水質

IBM研究院日前發表新研究成果，利用演算法、感測器和雲平臺打造一款AI液體偵測器

Hypertaste，可即時分析液體成分，比如飲品或河川、湖泊水質等。為仿照人類味覺與嗅

覺，研究團隊採用組合型感測器，來同時偵測液體中的各種分子。進一步來說，Hypertaste

利用感測器陣列，這些電化學感測器由成對電極組成，每對電極以一個電壓訊號來反應感測

到的分子組合；這些電極獲得的電壓訊號綜合起來，就是液體的總訊號，就像液體的「指

紋」一樣。團隊指出，感測器精準的關鍵，在於電極上的聚合物塗料，能擷取一系列化學訊

號並達到高度微型化。

這些訊號會傳送至智慧型手機和雲端平臺，透過機器學習模型來比對資料庫中的液體特徵，

再將結果回傳至手機。團隊指出，實驗結果顯示，Hypertaste不到1分鐘，就能完成液體辨

識。未來，團隊希望Hypertaste可用於更廣泛的液體檢測，比如人體尿液，更快速完成健康

檢查。（詳全文）

 Nvidia     函示庫   TensorRT 

Nvidia開源高效能推理平臺TensorRT函式庫元件

https://www.ibm.com/blogs/research/2019/07/hypertaste-ai-assisted-etongu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Re-G3_Y1s4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wx7Y3W30N8aS_tiCy2x-2g


Nvidia宣布開源TensorRT，是一套用於自家GPU和深度學習加速器的高效能推理函式庫。這

個函式庫以C++撰寫，建於平行可程式化模型CUDA上；TensorRT包括了兩部分，有用來進

行調校的深度學習推理最佳化工具，以及能執行深度學習推理應用程式的Runtime。而

TensorRT除了提供精度INT8和FP16的最佳化，也支援多種平臺，包括嵌入式、自動駕駛以

及GPU計算平臺，同時也讓使用者可將神經網路部署到資料中心。為支援在資料中心執行的

AI模型，TensorRT使用推理伺服器的容器化微服務技術，利用Docker和Kubernetes，不只

可以最大化GPU使用率，也能無縫整合DevOps部署，讓使用者可在多節點同時執行來自不

同框架的多個模型。（詳全文）

  Udacity     音頻     影片生成  

知名線上教育平臺Udacity靠AI，利用授課音頻產生教學影片

線上教育平臺Udacity的研究團隊開發一套AI系統LumièreNet，可利用任意長度的授課音頻

產生教學影片。團隊表示，比起重新拍攝內容相似的教學影片，利用AI來大規模半自動或全

自動產生影片，相當有價值。

LumièreNet有個姿勢評估器，會先從訓練資料集中提取數幀影片，來合成講師人體，並藉偵

測和定位身體重要節點，來產生外貌細節。接著，LumièreNet中的雙向長短期記憶模型

（BLSTM）會按順序（向前和向後）來處理資料，讓每個輸出值來反映輸入值和前面的輸出

值，來顯示音頻和影片間的關係。為測試LumièreNet，Udacity利用4小時影片、4小時授課

音頻作為訓練和驗證資料集，研究員指出，測試結果顯示，LumièreNet能產生如真人般的影

片，但由於姿勢評估器無法追蹤眼神、嘴唇等較細細節，所以影片中的講師很少眨眼，或嘴

型較不自然。他們希望新增臉部關鍵節點，來改善此狀況。（詳全文）

https://developer.nvidia.com/tensorrt
https://arxiv.org/pdf/1907.02253.pdf


  Gogoro    人臉辨識       GoShare  

Gogoro共享服務將在桃園8月登場，靠人臉認證借車

臺灣電動機車龍頭Gogoro宣布其共享服務GoShare將於8月中在桃園市登場，整合了雲端營

運管理系統、AI和客戶裝置App，推出號稱全球首創的端到端移動共享方案，讓使用者可24

小時隨訂隨還。

進一步來說，Gogoro導入人臉辨識技術，使用者註冊GoShare服務時，只要下載該App，上

船身分證件、駕照和信用卡資料後，App即可透過即時人臉比對完成認證，開始使用服務。

透過App，使用者也能隨時查看周遭可用車輛和剩餘電量，選定解鎖後即能騎乘，途中也能

查詢最近的電池交換站點。至於租金部分，Gogoro則尚未揭露。（詳全文）

https://www.gogoro.com/tw/press/2019-07-05/go-share/


  科技部   南科    The Bakery  

科技部協英國知名加速器The Bakery進駐南科，宣布啟動南科創新創業生態系

統2.0

科技部和旗訊數位協英國知名新創加速器The Bakery，日前宣布進駐南部科學園區，不只將

國際資源和資金引進臺灣南部，也要將臺灣實力新創推往國際，與知名大型企業介接。The

Bakery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Tom Salmon表示，The Bakery成立6年來，已成功將全球數千

家新創與國際大型企業組織介接，觸角遍及歐洲、北美和南美，但他看好臺灣人才和軟硬體

技術，由旗訊數位和南科將The Bakery引進臺灣，成立亞洲營運中心。目前，The Bakery已

開始招募臺灣新創，聚焦於AI和機器人相關領域。

科技部長陳良基表示，隨著The Bakery加入，南科不只擁有協助新創團隊0至1的本土創業工

坊、育成中心、南科AI_ROBOT自造基地和TAIRA加速器，還有國際資源和資金的進駐，因

此宣布南科創新創業生態系統2.0正式啟動。他也期望，臺灣要拿出獨有的優勢來與其他國家

競爭，也就是整合AI技術人才和軟硬體的能力，才能拿下未來AI和AIoT供應鏈的龍頭。（詳

全文）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fc8ff9c6-95c7-4703-a1ee-1b25a1c4854a&menu_id=9aa56881-8df0-4eb6-a5a7-32a2f72826ff&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智慧城市     臺北市      IDC  

臺北市AI交通管理系統拿下IDC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

市調機構IDC日前公布亞太區智慧城市競賽結果，臺北市以AI交通管理拿下交通組大獎。臺

北市自去年開始將AI導入城市交通系統，來分析監視器畫面中的車流量、車種、交通事故、

大眾交通需求和停車位狀況等。其中一項，則是利用設置於路口、配有演算法的360度魚眼

鏡頭，來即時分析車流、車速，以及在路口的複雜行車路徑，來計算合適的交通號誌時間，

以維持車流順暢。

此外，臺北市政府也與資訊局、交通局和警察局合作，也在特定公車和警車上使用相連的智

慧攝影機，來即時取得影像，並將分類過的影像資料傳送到行動平臺，進一步推動公車站停

車、車牌辨識等應用。現在，車牌辨識率已達95％，未來將提供民眾智慧停車的服務。（詳

全文）

https://www.idc.com/ap/smartcities/


攝影／王若樸、圖片來源／IDC、IBM、Udacity、Gogoro、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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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子照明解決方案事業部處長林昆閱（左起）、成大建築系教授兼C-Hub創意基地

執行長劉舜仁、沙崙綠能科學城籌備辦公室執行秘書王宏元、成大研發處研發長謝孫

源、成大國際產學聯盟營運長洪偉仁、工商時報北區中心主任傅秉祥、長利科技董事長

李明峰、凱勝綠能副總劉弘麟。圖／謝易晏

智慧綠能趨勢論壇 經濟環境雙贏
工商時報 傅秉祥04:10 2019/07/12

綠色創新與循環經濟是台灣重要的產業升級驅動要素，也是全球能源轉型的重要課題，

綠能科技創新、智慧電網系統、工業節能儲能、循環經濟等發展日益重要，國立成功大

學國際產學聯盟聚焦綠能科技、智慧技術、生技醫療三大主軸，以聯盟形式帶動跨界跨

國的產學合作。本次辦理「智慧綠能與節能循環產業趨勢論壇」，邀請產、官、學界代

表，分享從產業界落實循環經濟的實際案例，以及綠能發展的未來藍圖，發掘出產業綠

色商機，為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創造雙贏。

在10日於成大舉辦的論壇中，由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教授劉舜仁主講從「循環材料到系

統設計的產業實踐」，會中闡述其創意基地C-HUB的執行過程，從前端的材料研發到建

築物（廠區）的規劃設計進行創意基地的研究成果發表，強調「世界沒有永遠的廢棄物

只有放錯地方的資源！」並指出成大團隊已與中華紙漿進行4年合作，願景是希望台灣能

成為全球循環經濟訂標準的國家！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籌備辦公室王宏元執行秘書表示，沙崙科學城願景成為「國際智慧

綠能示範櫥窗及新產業研發聚落」，園區著重於創能、儲能、節能、系統整合。預計今

年底到明年是大完工潮，截至目前政府已投入300億元經費開發，預定108年12月開放廠

商進駐。目前大陸回流台商也有許多在洽詢中，周邊用地還有900多公頃未來能供應各界

需求。

商業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王建彬「循環經濟商業模式」提及，2000年後新興市場人均所得

攀升，預估至2030年，發展中國家將有30億消費者加入中產階級行列，急速膨脹的中產

階級需求導致產業劇變，推升大宗商品價格飛升，且速度超過全球經濟總產出增幅，顯

然過去全球經濟發展的單向高度消耗模式正快速走向盡頭，忽略資源成本的時代已宣告

結束。我國具備「社會、經濟、技術」驅動循環經濟發展要素，可進一步將循環經濟模

式自製造驅動層面延伸擴大，朝向商業與服務驅動邁進，於新世代的循環經濟生態體系

中扮演關鍵角色。

凱勝綠能執行副總劉弘麟在「無碳綠能交通發展」提及，無碳綠能的交通載具涵蓋範圍

極廣，從電動自行車、機車到電動大巴、貨卡，電聯車及高鐵與無人機等。電池是所有

的綠能交通發展中的核心，影響電池壽命因素包含快速充電、過充過放、電池長時間使

用未休息、環境溫度及不正常油門操作等。誠心建議，目前政府的電動車發展仍以補助

為主，但補助應是誘餌不能當魚餌，創造環境比誘餌重要。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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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終法上路預約生命禮物 放棄急救為自己作主
記者蘇榮泉／雲林報導 - 2019-07-11 18:09:12

亞洲第一部善終法案《病人自主權利法》於今年1月6日正式在臺灣上路。法案不僅保障病人知情、選擇、決定的

權利，適用對象範圍也擴為末期病人、不可逆轉昏迷、永久植物人、極重度失智，及其他經政府公告之重症等5

大類，並且針對維持生命治療、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提供更明確的選擇。

長期在國外工作的林小姐，今年初知道病主法開始實施便來成大斗六分院預約，6月特地回國參與諮商門診，等

待5個月終於能與先生小孩一同見證此一終身大事，在完成「預立醫療決定（AD）」當天極為興奮，立即與團隊

拍照發文上傳臉書，分享愛自己、愛家人的心願。

▲受過訓練的安寧團隊醫師、社工師、護理師聯合說明、溝通、填寫。（圖／記者蘇榮泉攝，2019.07.11）

林小姐表示，因曾親身經歷照顧重症的婆婆、母親、父親，看到呼吸器、氣切、鼻胃管餵養、抗生素、輸血等急

救與醫療，無希望、無尊嚴地延長親人多年痛苦，萬分不捨又哭泣無助，甚至跪求醫師為父親拔管。也因此，多

年前與先生就簽署不急救安寧緩和意願書。

▲安寧團隊宣導簽署預立醫療決定，預約美麗告別。（圖／記者蘇榮泉攝，2019.07.11）

▲安寧團隊林鵬展主任及褚秋華社工師率先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圖／記者蘇榮泉攝，2019.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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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預立醫療決定」，必須是年滿20歲具行為能力者，並到指定醫療院所進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CP），透

過諮商與家人一起討論，自己決定人生的最後一哩路，並簽署預立醫療決定，預約美麗告別。

成大斗六分院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由受過訓練的安寧團隊醫師、社工師、護理師聯合共同進行說明、溝通、

填寫，整個過程約需1小時。安寧團隊林鵬展主任及褚秋華社工師也率先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志工們更踴躍支

持響應，希望帶動尊重與愛的氣氛，坦然為生命做準備。

▲志工們希望帶動尊重與愛的氣氛，坦然為生命做準備。（圖／記者蘇榮泉攝，2019.07.11）

衛福部與各地衛生局達成共識，各醫院諮商門診皆為自費性質；成大斗六分院因獲得蓮花基金會愛心獎贊助，包

含民眾、志工、員工，前100名每位意願人補助1500元，當日同行者團體價優惠，歡迎結伴參與，請洽詢本院社

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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