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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葉沛嫻克服逆境 工讀養家上成大

育達葉沛嫻克服逆境，工讀養家上成大。（呂筱蟬攝）

2019年01月11日 15:28  中時 呂筱蟬

育達高中普通科菁英班三學生葉沛嫻，自小父母離異，媽媽生病無

法負擔家計，且還有一個小14歲的妹妹，在高一起半工半讀，除要

負擔自己的學雜費外，還得扛起妹妹的尿布及奶粉錢。她努力念書

拚各種獎學金，今年透過成功大學特殊選材，錄取該校全台僅開4

名額的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提早成為大學生。

葉沛嫻說，媽媽因生病需要靜養，從高一開始就在麵店、炭烤店打

工賺錢，供應家中支出及自己的學雜費。雖然從小生活過得辛苦，

但本身是樂觀正向的人，只有靠自己努力，才能讓生活過得下去。

雖然身分已是大學生，還是會和同學一起參加學測，測試自己的實

力，未來想成為心理諮商師或護理師，賺錢給家人過安定的生活。

導師鍾佳君則說，校方體諒葉沛嫻的家庭境況，協助申請符合資格

的獎學金，她一路走來辛苦，很認分但從不抱怨，工作的店家也給

予協助，體諒她課餘時間才能去打工，安排的工時也很彈性，希望

她感受更多社會溫暖，朝著自己目標堅定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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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陸臨時變更行程「須兩天前申請」？大學校長群起抗議

2019年01月10日 17:32  旺報 簡立欣

內政部最新要求，國立大學11職等以上的教授赴大陸除了要先申請

之外，若有行程變更，也應依規定事先申請行程變更；國立成功大

學提案表示，實務運作上有困難，建議如果有行程變更的情況，經

學校同意即可。全場大學校長皆覆議，教育部承諾把各校立場轉告

內政部。

成功大學10日於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表示，1月4日收到內政部公

文，依照函文，相當於簡任第11職等以上公務員、兼任行政職務的

教師進入大陸地區者，原本就要在預定赴大陸當天的兩個工作日

（不含申請日、出發當天、以及國定例假日）之前向內政部提出申

請，經許可後始可赴大陸；不過，依照赴陸許可辦法第8條，內政

部提出新的要求，就是就算申請案經過許可，嗣後如果當事人預定

赴大陸的活動期間、活動內容、接觸對象等與原先行程不符，應另

外申請，才符合審查的意旨。

不過，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該校主管反映，如果遇到像天候等不

可抗力因素，或是臨時有訪問、校際活動，可以為學校加值，卻因

為沒有重新申請，就會被檢討，實在很不合理。

「我們看不出這有何管理的意義？」蘇慧貞忍不住重話批評，內政

部的做法是要求出門在外的人隨時更新行程，還要隨時記得找到通

訊方式去通報，不但是擴大解釋人在異地所有臨時情況，也不信任

學校自我課責的能力，「對所有大專院校的功能都沒有想像也沒有

期待」；結果變成最有行政能力的教師，根本就不想擔任行政職

務。

蘇慧貞態度堅決地表示，大學是要爭取自治，而不是請教育部去

「確認」內政部的函文；就像稍早清華大學校長賀陳旦表示的，

「各部會用自己的想像去定義大學，」結果勞動部、主計總處、環

保署、人事總處全都伸手到大學自治裡。全場大學校長皆覆議，教

育部代理部長姚立德則承諾把大學校長立場轉給內政部。

(旺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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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陸臨時變更行程「須兩天前申請」？大學校長群
起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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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最新要求，國立大學11職等以上的教授赴大陸除了要先申請之外，若有行程變

更，也應依規定事先申請行程變更；國立成功大學提案表示，實務運作上有困難，建

議如果有行程變更的情況，經學校同意即可。全場大學校長皆覆議，教育部承諾把各

校立場轉告內政部。

成功大學10日於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表示，1月4日收到內政部公文，依照函文，

相當於簡任第11職等以上公務員、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進入大陸地區者，原本就要在

預定赴大陸當天的兩個工作日（不含申請日、出發當天、以及國定例假日）之前向內

政部提出申請，經許可後始可赴大陸；不過，依照赴陸許可辦法第8條，內政部提出

新的要求，就是就算申請案經過許可，嗣後如果當事人預定赴大陸的活動期間、活動

內容、接觸對象等與原先行程不符，應另外申請，才符合審查的意旨。

不過，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該校主管反映，如果遇到像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或是

臨時有訪問、校際活動，可以為學校加值，卻因為沒有重新申請，就會被檢討，實在

很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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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不出這有何管理的意義？」蘇慧貞忍不住重話批評，內政部的做法是要求出

門在外的人隨時更新行程，還要隨時記得找到通訊方式去通報，不但是擴大解釋人在

異地所有臨時情況，也不信任學校自我課責的能力，「對所有大專院校的功能都沒有

想像也沒有期待」；結果變成最有行政能力的教師，根本就不想擔任行政職務。

蘇慧貞態度堅決地表示，大學是要爭取自治，而不是請教育部去「確認」內政部的函

文；就像稍早清華大學校長賀陳旦表示的，「各部會用自己的想像去定義大學，」結

果勞動部、主計總處、環保署、人事總處全都伸手到大學自治裡。全場大學校長皆覆

議，教育部代理部長姚立德則承諾把大學校長立場轉給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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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撂英文吸引老外 接軌國際

從德國來台求學的Daniele Tonni（右）與友人林冠廷（左）為咖啡店拍攝英語宣傳
片獲佳作，林冠廷主動積極找外國人聊天，練就英語能力。（曹婷婷攝）

2019年01月11日 04:11  中國時報 曹婷婷／台南報導

全民拚經濟！近年台南國際觀光客成長，台南市政府協助友善英語

店家翻譯、印製雙語菜單，「修安扁擔豆花」業者謝明融說，除了

依賴雙語菜單，員工能以英語溝通，即可減少外國客因聽不懂而放

棄消費，讓台南真正做到「以美食跟國際對話」。

台南英語友善店家目前達823家，著眼於接軌國際，台南市政府首

辦英語友善店家英語宣傳影片徵選，並上傳到YouTube吸引外籍人

士走進店家消費。台南市第二官方語言專案辦公室表示，過去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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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參與英語友善店家，老闆多以「又沒有外國人上門消費」為由

婉拒，3年來透過積極行銷、增加店家曝光，建立口碑。

影片徵選共9組獲獎，從德國來台讀成大電機工程研究所的Daniele

Tonni與長榮大學大傳系林冠廷等人，以外國人視角為咖啡店拍片

獲佳作。Daniele Tonni在德國是業餘演員，這次化身掌鏡人，他信

心滿滿說，用外國人想了解的角度詮釋台南，透露因拍片緣故，認

識更多台南美食，城市觀感大大加分。

林冠廷高中英文只考10幾分，但她憑著不怕開口，到處找外國人閒

聊，練就一口好英文，在成大主動搭訕Daniele，成為好友，英語

就是這樣磨練出來，她的英語學習歷程也讓她在協助店家用英語自

我推廣時，格外受用。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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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員工聘原住民一人」？教育部槓原民會

2019-01-10 16:34 聯合報 記者林良⿑╱即時報導

原住⺠族⼯作保障法修正草案擬把計算原住⺠基準由五類⼈員調整為員⼯
總⼈數，包括交通⼤學、成功⼤學等校提案希望緩議，教育部代理部⻑姚
⽴德也為⼤學請命，請原⺠會修正草案時要把⼤學的意⾒納⼊。

⼤學校⻑會議今天在中興⼤學舉⾏，會中交通⼤學、成功⼤學提案指出
「原住⺠族⼯作權保障法」修正草案有閞應進⽤原住⺠⼈員計算⽅式採計
範圍擴⼤，將計算原住⺠基準由五類⼈員調整為員⼯總⼈數，不僅增加⼤
學⽤⼈限制，且造成⾮原住⺠地區機關學校⽤⼈困難之窘境，顯窒礙難
⾏。

提案指出「未考量各⼤學刻正透過辦學成效，提升其國內外⼤學競爭⼒及
學術地位，故積極延攬吸引優秀⼈才，引領各教學、⾏政、研究單位發
展；忽略了學校在整體國家發展應負任務及各類⼈員進⽤應具資格與專業
性，應以符合「專才專業、適才適所」為原則。

教育部⼈事處處⻑陳焜元舉例，台東⼤學過去曾為了要進⽤原住⺠，多次
公告後仍沒有⼈要來，「最後只好把缺砍掉」，實務上在很多⾮原⺠地區
未必有⼈要來，規範⾯是不是更合理⼀點，不是學校不願意進⽤，或是來
了無法有專業，建議原⺠會考慮時應多⼀點體諒，並不是學校不能去配
合，

原⺠會社會福利處處⻑王慧玲表⽰，據每年辦理⼯作調查，認為這樣的資
料是⾜夠的，希望給原住⺠族⼀個機會，也納⼊各校意⾒對於遇缺不補或
是員額不補等不計算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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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族⼯作保障法修正草案擬把計算原住⺠基準由五類⼈員調整為員⼯總⼈數，包括交通⼤學、成

功⼤學等校提案希望緩議，教育部代理部⻑姚⽴德也為⼤學請命，請原⺠會修正草案時要把⼤學的意

⾒納⼊。記者林良⿑／攝影

原住民﹒教育部﹒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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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電腦當頭家！他成台灣智慧家庭推手

記者黃琡雯、張逸民／採訪報導

歡迎回到《台灣亮起來》，年輕人創業不只要憑本事，還要有獨到眼光看到未來趨勢，這

位34歲的傅泰龍，就是台灣智慧家庭系統的重要推手，首創使用Siri聲控來啟動家庭情境，

甚至透過LINE推播整合，就能看到誰按你家門鈴。

▲傅泰龍首創使用Siri聲控來啟動家庭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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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泰龍表示靠iPhone的興起，起了創業的念頭。

▲透過LINE推播整合，就能看到誰按你家門鈴。

4年前的努力研發，到現在打開了香港日本市場，其實一路創業過程非常艱辛。成大系統系

畢業的他，和大學同學一起創業，從代理品牌銷售開始，用家中的桌子、一台電腦就當起

頭家，但萬事起頭難，由於苦無資金，沒錢進貨，只好營運計劃書，透過政府青年創業計

畫向「台灣企銀」借貸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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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系統系畢業的他，和大學同學一起創業。

▲透過政府青年創業計畫向「台灣企銀」借貸2百萬。

踏出第一步之後，創業夢付出行動，但外有萬般挫折，內有家人不諒解，來看這群年輕人

如何在科技趨勢中引領未來。（整理：實習編輯張庭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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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風復健裝置 由大腦操控

 2019/1/11 | 作者：羅智華 | 點閱次數：41 | 環保列印 

 

【記者羅智華台南報導】許多中風患者在完成外科手術後，接下來就得展開漫長復

健療程，但由於目前復健過程往往是以機器搭配電刺激，效果較有限。有鑑於此，

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師生團隊集思廣益，開發出一套結合腦機介面與手臂復健治

療的創新裝置，中風患者只要運用前額專注力訊號就能驅動馬達帶動手臂伸展，不

只讓療效大大提升，創新研發更一舉獲得「智慧醫療競賽」企業指標大獎與金牌

獎。
 

 

獲獎團隊「Power Brain」表示，考量目前手臂中風患者的復健療程常是以「被動

式伸展」為主，效果相對有限，為此團隊特別針對患者所需，開發出一套可結合腦

機介面與手臂復健設備的創新裝置，患者只要透過前額的專注力訊號就能驅動馬

達，進而帶動中風手臂的伸展，運作模式不僅更接近正常人的日常動作，還能藉此

促進神經與肌肉之間的協調，使復健療效進一步提升。
 

 

「我們希望透過創新開發與設計，讓中風復健療程可以更貼近人性化。」擔任團隊

指導老師的成大副教授莊漢聲談到，未來團隊也計畫進一步搭配視覺化影像系統，

形成一套包含輸出到輸入完整的AI訓練，讓復健不再被中風患者視為是一項無聊的

療程。
 

 

 

  

http://www.merit-times.com.tw/epaper.aspx?Unid=%20537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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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治療藥事照護 讓癌患了解正確⽤藥與副作⽤

▲成⼤醫院藥劑部余蕙宏藥師表⽰化學治療藥事照護服務，可讓癌患病⼈知道如何正確⽤

藥及預防與處理治療相關的副作⽤。（圖／記者林悅翻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為了落實癌症病⼈的全⾯照護，成⼤醫院⾃2014年9⽉開啟「化學治療藥事照護」服務，

藥師加⼊腫瘤團隊，並親⾃到床邊向第1次接受化學治療的癌患說明抗癌藥品以及治療相關

副作⽤，⽬前服務對象⼤腸直腸癌、乳癌、肺癌、胃癌及婦癌，助益頗⼤。

成⼤醫院藥劑部余蕙宏藥師表⽰化學治療藥事照護服務的⽬的，在給予癌症病⼈正確的藥

品資訊，同時也解答病⼈對於化療相關的疑問，讓病⼈能夠安⼼接受治療，並能維持原有

之⽣活品質。

在照護過程中發現，病⼈最常遭遇的問題是：眾說紛紜的藥品副作⽤與化療期間不必要的

⽣活限制等。余蕙宏藥師說對於藥品的特性與常⾒副作⽤，藥師會協助釐清病⼈從網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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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所得到的資訊是否正確，並給予明確的指⽰，以減少不必要的困擾。

余蕙宏藥師舉例指出像有的癌症病⼈，從網路上看到化療藥品會分泌到唾液的錯誤訊息，

因⽽煩惱無法與家⼈⼀起⽤餐；其實藥品不會分泌到唾液，經藥師講解後，病⼈得以解除

⼼中的擔憂，並維持往常的⽣活起居。

在個⼈化的抗癌藥品說明與副作⽤指導外，藥師同時也會評估癌症病⼈原有與新增的⽤

藥。曾經有病⼈擔⼼化療會造成低⾎壓，⽽⾃⾏停⽤降⾎壓藥品。評估結果，病⼈的化療

藥品無此副作⽤，且與⾎壓藥品之間也無交互影響。經解說後，病⼈恢復服⽤原有藥品，

也避免了⾎壓控制不良可能產⽣的⼼⾎管事件。

余蕙宏藥師說也有病⼈化療後發⽣腹瀉，因擔⼼服⽤⽌瀉藥可能導致便秘⽽不敢服⽤，但

經藥師說明持續腹瀉可能有脫⽔⾵險後，病⼈修正⽤藥⾏為，副作⽤也得到緩解。

余蕙宏藥師認為在照護過程中，藥師也會執⾏藥品相關之共享決策。如化療病⼈對於是否

⾃費使⽤⽩⾎球⽣成素感到猶豫，照護藥師會分析⽤藥的好處與壞處，以及國外建議準

則，讓病⼈在有充分的資訊下，更有信⼼做出⾃⼰的決定。

成⼤醫院腫瘤團隊的藥師迄今已照護逾2千例化療病⼈，在「藥師指導可以改善對化學治療

不安」的照護滿意度上，有⾼達9成9以上給予「滿意」之評價；經過藥師指導後，病⼈也

更清楚知道如何預防與處理治療相關的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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