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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南應大攜手日本　力推國際產學合作
2021-04-08 下午 04:46 媒體中心／綜合報導

↑因受疫情影響，成功大學日前與日本香川高專，跨海連線舉行簽約儀式。雙方合作範圍將涵蓋雙邊跨

國授課、實作學習、學士學位跨國學程，理論、實作雙軌並進，共育AI機器人專才。（圖／成功大學提

供）

 

在新冠肺炎疫情未發生前，2019年赴日觀光旅遊的民眾，逼近五百萬人次，而日本人也同樣普遍接受

台灣文化，來台旅遊人次也突破兩百萬。兩國不僅關係友好，產業合作也同樣緊密，近來成功大學就與

日本香川高專簽署合約，發展人工智慧機器人創新思維的實務教學，而同樣位於台南的台南應用科技大

學，也與日商未來應像研究所簽約結盟，強化海外實習，提升學生國際競爭力。

 

根據1111人力銀行調查，近6成民眾認為，課本理論與實務差距過大，是無法學以致用的主因。而越來

越多學校，藉由產學合作，厚植學子實作經驗，此次兩校的跨海合作，則更具國際視野。

 

其 中 ， 香 川 高 專 （ 香 川 高 等 専 門 学 校 ／ か が わ こ う と う せ ん も ん が っ こ う ， 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agawa Collage），是日本國立高等專門學校，在機器人製造教育領域頗負盛名。成

大與香川簽署合約，內容包含雙邊學生交換計畫、學者參訪計畫、協同課程與實驗室計畫、協同研究與

技術發展計畫、其他學術與產業合作相關計畫。

 

其中，協同課程與研究計畫已開始籌備，規劃具體課程內容，預計2021年8月開始聯合教學。 成大敏求

智慧運算學院表示，與香川高專合作雙邊優勢可互補，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提供基礎理論課程讓香川高專

學生選修，成大學生選修香川高專實作型課程，則可累積跨國合作與實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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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來映像研究所 (Mirai Eizo Labo. LLC) http://me-labo.net/ 是一家日本動畫製作公司，契約登

錄員工人數多達85位，目標吸引30位台南應用科技大學3DCG與2D原畫人才為目標，並將於福岡縣設

立該公司的動漫基地培訓這些人才。該公司製作以2D / 3D動漫、2D/3D遊戲、電影、電視等3DCG的

製作，進行從策劃和製作3DCG動畫到製作和導演的所有工作，並與At media有限公司、Ride On有

限公司為緊密合作的公司集團。

 

該公司協助許多知名作品包括動畫《Lovely Muco》、動畫劇場版《艦隊Collection -艦Colle-》、

動畫《暮光幻影》、動畫《薄暮》、遊戲《甲鐵城的卡巴內里》等各類VR/MR遊戲及動畫製作，在業

界深耕已久，並且不斷活躍在第一線。 CEO小野原正明認為ACG (動漫遊戲) 設計與製作不僅來自在日

本，更需要仰賴海外原創人才，與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漫畫系及多媒體動畫系攜手合作實習、就業及產學

合作，有其實質合作的蘊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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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疫情影響，成功大學日前與日本香川高專，跨海連線舉行簽約儀式。雙方合作範圍將涵蓋雙

邊跨國授課、實作學習、學士學位跨國學程，理論、實作雙軌並進，共育AI機器人專才。（圖/成

功大學提供）

職場》成大、南應大攜手日本 力推國際產學合作
中時新聞網 綜合報導17:08 2021/04/08

在新冠肺炎疫情未發生前，2019年赴日觀光旅遊的民眾，逼近五百萬人次，而日本人也同樣普遍

接受台灣文化，來台旅遊人次也突破兩百萬。兩國不僅關係友好，產業合作也同樣緊密，近來成

功大學就與日本香川高專簽署合約，發展人工智慧機器人創新思維的實務教學，而同樣位於台南

的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也與日商未來應像研究所簽約結盟，強化海外實習，提升學生國際競爭

力。

根據1111人力銀行調查，近6成民眾認為，課本理論與實務差距過大，是無法學以致用的主因。

而越來越多學校，藉由產學合作，厚植學子實作經驗，此次兩校的跨海合作，則更具國際視野。

其中，香川高專（香川高等専門学校／かがわこうとうせんもんがっこう，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agawa Collage），是日本國立高等專門學校，在機器人製造教育領域頗負盛名。

成大與香川簽署合約，內容包含雙邊學生交換計畫、學者參訪計畫、協同課程與實驗室計畫、協

同研究與技術發展計畫、其他學術與產業合作相關計畫。

其中，協同課程與研究計畫已開始籌備，規劃具體課程內容，預計2021年8月開始聯合教學。 成

大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表示，與香川高專合作雙邊優勢可互補，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提供基礎理論課

程讓香川高專學生選修，成大學生選修香川高專實作型課程，則可累積跨國合作與實作經驗。

而未來映像研究所 (Mirai Eizo Labo. LLC) http://me-labo.net/ 是一家日本動畫製作公司，契約

登錄員工人數多達85位，目標吸引30位台南應用科技大學3DCG與2D原畫人才為目標，並將於福

岡縣設立該公司的動漫基地培訓這些人才。該公司製作以2D / 3D動漫、2D/3D遊戲、電影、電

視等3DCG的製作，進行從策劃和製作3DCG動畫到製作和導演的所有工作，並與At media有限

公司、Ride On有限公司為緊密合作的公司集團。

該公司協助許多知名作品包括動畫《Lovely Muco》、動畫劇場版《艦隊Collection -艦

Colle-》、 動畫《暮光幻影》、動畫《薄暮》、遊戲《甲鐵城的卡巴內里》等各類VR/MR遊戲及

動畫製作，在業界深耕已久，並且不斷活躍在第一線。 CEO小野原正明認為ACG (動漫遊戲) 設計

與製作不僅來自在日本，更需要仰賴海外原創人才，與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漫畫系及多媒體動畫系

攜手合作實習、就業及產學合作，有其實質合作的蘊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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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職訓專班 小緯翻轉人生
2021-04-09

記者陳佳伶⁄新營報導

去年高職畢業的小緯，參與勞工局身心障礙者環境清潔維護職訓專班，經半年密集訓練後錄取進入成大工作，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獲肯定，小緯由

工作獲得自信，也一點一滴存下薪水準備買機車代步，接下來還想一圓購屋夢想，讓最疼他的外公有更好的住家環境。

勞工局八日舉行身心障礙者職訓招生記者會，邀請成大、瑞復益智中心及成功就業案例小緯一同出席，希望藉由分享，鼓勵雇主釋出更多就業機會僱

用身障者。

勞工局長王鑫基表示，小緯平時和七十歲的外公同住，全家都靠津貼生活，小緯去年高職畢業後，學校轉介勞工局協助就業，小緯參與瑞復益智中心

的身心障礙者環境清潔維護職訓專班，進行密集訓練，並獲成大電機系錄取開始工作，如今穩定就業三個月。

成大在面試時，對小緯印象深刻，在數名競爭者中，把清潔工作機會給家貧亟需扶助的小緯；小緯從不遲到且認真負責，表現獲肯定。

瑞復益智中心職訓老師尚燕馨表示，她不僅訓練小緯專業技能，也扮演父母角色，協助生活照應，給他溫暖和建議，尋找正向引導的職場；小緯是她

從事職訓以來挑戰最大個案之一，小緯由頹廢到正向的人生態度，也凸顯職訓最大意義與價值。

十九歲的小緯說，初參與職訓，他一貫散漫態度，老師看不下去，嚴肅的說「不想培訓職能，就不要浪費職訓資源」，一語驚醒夢中人，他開始用心

學習，發現職訓內容並不難，在成大電機系負責垃圾分類和廁所清潔，工作已能上手。

王鑫基指出，希望小緯勵志的小故事，激勵更多身心障礙者不要放棄自己，勞工局辦理身障職訓專班，訓後輔導就業，近三年平均就業率達八成。



2021/4/9 勞工局一條龍就業服務 導正社會邊緣人 | 身心障礙 | 大紀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1/4/8/n12866834.htm 1/3

更新: 2021-04-08 8:45 PM    標籤: 就業服務, 邊緣人, 身心障礙

【大紀元2021年04月08日訊】（大紀元記者賴友容台灣台南報導）因著愛與不放

棄，將誤入歧途、可能成為社會問題的邊緣少年重新導回正軌，賦予他飛翔生命的羽

翼，讓職訓老師尚燕馨覺得這才是職訓最大的意義與價值。

小緯是109年度應屆畢業生，由於家貧與外祖父同住，全家都靠津貼補助生活，但外

祖父年事已高無法管教小緯，高中畢業後老師擔心小緯結交壞朋友，遂轉介勞工局協

助其就業，委由瑞復益智中心辦理的身心障礙者環境清潔維護職訓專班，進行半年密

集訓練，表現優異獲「清潔達人獎」並隨即獲錄取至成功大學上班，如今已穩定就業

3個月，勞工局長王鑫基表示。

職訓老師尚燕馨（中右）與小緯（中左）鼓勵身心障礙朋友參加勞工局免費的職訓專班。（賴友容／大
紀元）

瑞復益智中心職訓老師尚燕馨表示，小緯是她從事職訓工作以來挑戰最大的個案之

一。面對家庭功能不彰、行為及價值觀偏差的邊緣少年，如何改變這個年輕的生命，

是她日夜思考的問題。

過程中，扮演老師的角色，訓練他的專業技能；扮演父母的角色，協助他生活照應、

澄清觀念；扮演朋友的角色，幫他慶生，送暖與建議；扮演就服員的角色，替他尋找

勞工局一條龍就業服務 導正社會邊緣人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5%b0%b1%e6%a5%ad%e6%9c%8d%e5%8b%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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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向引導的職場。她說，將邊緣少年重新導回正軌，賦予他飛翔生命的羽翼，這才

是職訓最大的意義與價值。

進用小緯的成大，長期對於進用身心障礙者不遺餘力，雇主成大電機系周遭同事與主

管給於照顧與協助，讓小緯快速融入工作，系主任林志隆對他稱讚有加，在如此艱困

的成長環境下，還能如此樂觀負責，值得予以肯定。

感謝老師辛苦教導他，小緯表示，目前已經有小積蓄，希望買機車代步，因為他有規

劃好日常開銷，每日花費不超過百元。

台南市政府免費的身心障礙職訓專班即將於4月底陸續招生，有意願習得一技之長的

身障朋友請把握機會，職訓期間凡設籍於台南市者，每日給予50元交通補助費，鼓勵

身障朋友排除障礙踴躍報名參訓，開創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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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車站舊後站下週拆除 成大生紛紛合影畢業照

台鐵台南車站舊後站即將拆除，有成大應屆畢業生於舊後站營運最後一天前往拍攝畢業照片。（記者劉婉
君攝）

2021/04/08 16:22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台鐵台南車站臨時後站今天啟用，舊後站昨天晚上結束任務後，預計下週

六展開拆除作業，今天仍有民眾前往拍照留念，而即將走入歷史的舊後站也成為成功大學應屆畢業生

的熱門拍照點之一。

台南車站舊後站興建於1977年3月，是許多成大師生通勤、出遊的記憶，在舊後站拆除倒數期間，陸

續可見即將於6月畢業的成大應屆畢業生前往拍攝畢業照，有畢業生說，雖然自己不是搭火車通勤上

學，但後站就在學校旁，有時到外地出遊也會來此搭車，因此想在舊後站執勤的最後一天，穿著學士

服來拍合照。今天上午還有民眾穿著小禮服前往拍照留念。

鐵道局表示，舊後站內仍留有部分台鐵的資產，旁邊的地下道則有市府工務局的設備，待全部移出

後，預計下週就會陸續開始拆除，而位在舊後站前的直立電箱，因會影響行人通行，則預計本週六先

拆除。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4/08/3493629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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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台南車站舊後站外8日已設置圍籬。（記者劉婉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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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長的地下道，灰色的地板，中間一條明顯的橘色分隔線，台南人一看到這張照片，一定知道這是哪。

台南民眾說，「至少我應該也走了快20幾年了，20幾年的這個鐵路地下道。」

這是連通台南火車站前後站的地下道，即將跟著後站站體一起走入歷史。

台鐵台南站長林煥堂表示，「因為為了配合鐵路地下化的關係，因為舊站剛好在連續壁的位置，所以舊站勢必一定要拆除，才有辦法進
行後續的地下化工程。」

「成大人的青春回憶」再見了！台南後火車站光榮引退

為了配合鐵路地下化工程，台南火車站後站以及連通前後站的地下道都將拆除。後站有44年的歷史，當初是為了方便附近成大師生以及
東區居民特別興建，而地下道更是民眾通往前站的最快路徑，不少人一走就是20、30年。台鐵在零時起封閉後站和地下道，不少人趕來
拍照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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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於1977年的台南火車站後站，當初是為了方便火車站後方的成大師生，以及東區居民而特別興建，站體規模不大，狹長的空間排放
了幾排座椅，卻是乘載了不少人的青春歲月。

台鐵在8日零時正式關閉，同步封閉地下道，民眾前來拍照，送它最後一程。

鐵道迷羅先生說，「很長的一段廊道，旁邊就是有一些小朋友的圖案啦，什麼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的圖案啦，我覺得那個就是台南人的情
感。」

台南民眾說，「是有點捨不得啦，因為在台南蠻久的，就是覺得是一個回憶。」

台鐵也在後站旁蓋了一座臨時站，同步啟用，臨時站比起舊站更為方便，多了3部電梯，方便老人家和帶小孩的家長搭乘。未來將會設置
地下化車站，前站因為是國定三級古蹟，仍然會保留繼續使用。

（民視新聞／林俊明 台南市報導）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QdQDA18pV4&feature=emb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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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近5百人簽預立醫療決定 成醫與診所

首度合作推門診

2021-04-09 12:36  聯合報  / 記者鄭維真／台南即時報導

生命的最後一哩路要如何選擇？成大醫院開設預立

醫療照護諮商門診2年多，讓民眾對生命末期有自主

權，至今已有將近5百人簽下預立醫療決定書，希望

自己和家人都不要因疾病照護太辛苦，「走得有尊

嚴」，成醫為推展到社區並考量基層診所對民眾的

成 大醫院開設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2 年 多 ，讓民眾對生命末期有 自主權，至

今已有將近5百人簽下預立醫療決定書。圖／成 大醫院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zND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E9%86%AB%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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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近性，近日與王肇陽診所簽訂首家醫療合作案，

讓平常忙碌的上班族也方便諮詢。

依據病人自主權利法規定，具完全行為能力者，可

在參與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後簽署預立醫療決

定，日後若被診斷為5大臨床條件，包括末期病人、

不可逆轉的昏迷、永久植物人、極重度失智，以及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的重症，醫療團隊可依預

立醫療決定，終止、撤除、施行或不施行維持生命

治療和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或是交由預先指定的

醫療委任代理人決定。

負責支援王肇陽診所的成醫家庭醫學部醫師王維理

指出，陳小姐目睹親友久病臥床，相當辛苦，一直

想預先為自己往後人生做打算，但無法配合成醫的

門診時間，所以轉到診所諮商，完成自己的預立醫

療決定。

成醫護理團隊表示，到門診諮詢並簽下預立醫療決

定書，多數是因照顧重病或長期臥床患者的家人，

也有罹患罕見疾病的患者；亨丁頓舞蹈症為家族遺

傳疾病，曾有一整個家族7、8人共同來諮詢，從20

多歲到80歲都有，有人願意填，有人則保留態度。

目前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尚未有健保給付，屬於

自費門診，並要有2名見證人陪同，其中一人要二等

親內的親屬，曾有見證人原本只是來「見證」，結

果聽完諮商也簽了決定書。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2%A3%E8%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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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每周二、五下午開設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

診，王肇陽診所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的時間則是

周二上午、周四晚上 ，也可因應民眾需求另做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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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月領6萬甄選會開始報名

由科技部主辦之110年「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台北暨台南

甄選會，4月14日在台北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正式展開，共有中興、清大、陽明交大、北醫

及成大等多所大學，與工研院 、國研院、農科院及金屬中心等多家法人，合計9家培訓單位，鏈

結可成科技、宏碁、英業達、偉喬生醫、億光電子、德律科技、鴻海精密工業等合作廠商，一同

尋求博士菁英人才合作。

由科技部主辦之110年「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台北暨台南甄選會，4月14日在

台北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正式展開。圖：工研院計畫辦公室提供

依據108年科技部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博士級人才約有78.67％投入學研機構就業，進入產業界

的比例僅20.86％，這與國外的博士菁英超過80％以上進入產業研發，有著極大差異。因此，科

技部自106年12月啟動「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透過法人及大學擔任培訓單位，

鏈結合作廠商。107年至109年計畫鏈結825家次合作廠商共同培訓博士，總培訓人數達1,173

人，其中934人進入產業就業，平均產業就業率達79%，且就業平均薪資達6.6萬元，有效導引

我國博士級高階人才進入產業界，為博士級人才創造多元就業機會。

https://tyenews.com/author/nnn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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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科技部主辦之110年「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台北暨台南甄選會，4月14日在

台北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正式展開。圖：工研院計畫辦公室提供

科技部今年(110年)預計培訓135名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為其量身訂作培訓計畫，提供一年期

在職實務訓練，含企業實習6個月以上，培訓期間補助每月6萬元(含勞健保)培訓酬金，並協助媒

合至產業就業，為各產業發展培訓高階創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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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科技部主辦之110年「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台北暨台南甄選會，4月14日在

台北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正式展開。圖：工研院計畫辦公室提供

除4月14日於台北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辦理外，將於4月19日在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

店，辦理第二場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甄選會，廣招博士級人才。歡迎有意前往產業發揮長才的博

士菁英參加，與培訓單位及合作廠商做更進一步的交流與互動。計畫最新訊息及報名作業可上計

畫官方網站查詢，或電洽：0800-035-199。

http://www.phdojt.org.tw/


2021/4/9 和潤3月營收大幅成長20% 廣招跨領域人才 | 產業熱點 | 產業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5374875?from=edn_breaknewstab_index 1/2

和潤3月營收大幅成長20% 廣招跨領域人才

和潤企業（6592）是和泰集團旗下⾦融事業，也是國內汽⾞⾦融⿓頭，今（8）⽇公告⾃結3⽉合
併營收站上14.27億元，年增20.65%，累計今年前三個⽉合併營收達41.19億元，年增18.34%，
⽉、季皆創公開發⾏以來同期新⾼。

以營運地區別來看，台灣地區3⽉營收成⻑23%、⼤陸地區成⻑12%，台灣營收成⻑主因是和潤保
有資產增加，帶動利息收⼊增加，以及轉投資事業和雲⾏動服務 iRent營運增⻑挹注；⼤陸則是機
器設備承作⾦額增加。

展望第2季，邁⼊⾞市銷售夏季競賽，新⾞中古⾞市場動能強，加上疫情趨緩，都有助個⼈消費⾦
融、企業⾦融的分期需求。今年和潤企業也因營運規模擴⼤與數位⾦融發展需求，預計擴⼤招募
新進⼈⼒超過100⼈，包括資訊⼈員、產品企劃、信⽤審查、消費⾦融與企業⾦融等內外勤⼈員。
為吸引優秀⼈才加⼊，和潤企業提供具市場競爭⼒的薪資及優於市場⽔準的年終獎⾦，也提供紅
利獎⾦及多元化的獎勵⾦，員⼯平均年薪可達20個⽉以上。

和潤總經理林彥良表⽰，⼈才是企業競爭⼒的先⾏指標也是關鍵指標，⼈格特質具有HFC三個英
⽂字⺟（和潤企業公司英⽂名縮寫）  ，正是和潤徵求⼈才的對象，H代表⼯作勤勉（Hard

working），F代表積極應變（Flexibility），C則代表挑戰現況（Challenge）。⾸場校園徵才列
⾞已在台科⼤展開外，後續仍有5/15台⼤、5／23成⼤等場次，和潤企業誠摯邀請新鮮⼈加⼊和
潤，創「薪」未來。

2021-04-08 17:52 經濟日報  記者邱馨儀／

即時報導

營收 

讚 0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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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琮淵 2021.04.08

和潤擴大徵才 開年薪20個月起跳

國內汽車金融龍頭和潤企業為吸引優秀人才加入，提供具市場競爭力的薪資及優於市場水準的年終獎金，也提

供紅利獎金及多元化的獎勵金，員工平均年薪可達20個月以上，首場校園徵才列車已在台科大展開外，後續

仍有台大、成大等場次，誠摯邀請新鮮人加入和潤，創「薪」未來。

和潤今（8）日公告自結3月合併營收站上14.27億元，年增20.65％，累計今年前三個月合併營收達41.19億

元，年增18.34％，月、季皆創公開發行以來同期新高。

以營運地區別來看，台灣地區3月營收成長23％、大陸地區成長12％，台灣營收成長主因是和潤保有資產增

加，帶動利息收入增加，以及轉投資事業-和雲行動服務iRent營運增長挹注；大陸則是機器設備承作金額增

加。

展望第二季，邁入車市銷售夏季競賽，新車中古車市場動能強，加上疫情趨緩，都有助個人消費金融、企業金

融的分期需求。今年和潤企業也因營運規模擴大與數位金融發展需求，預計擴大招募新進人力超過100人，包

括資訊人員、產品企劃、信用審查、消費金融與企業金融等內外勤人員。

和潤總經理林彥良表示，人才是企業競爭力的先行指標也是關鍵指標，人格特質具有HFC三個英文字母(和潤

企業公司英文名縮寫 ) ，正是我們徵求人才的對象，H代表工作勤勉 (Hard working)，F代表積極應變

(Flexibility)，C則代表挑戰現況(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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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糖尿病友出現併發症風險更高！特別注
意這三種症狀
日期：2021-04-08 作者：王 芊淩

三大女性糖尿病患者特有症狀

糖尿病並非絕症，但需要更嚴格控制自身的生活

習慣，烏日林新醫院新陳代謝科林瑋涵主任說：

「根據統計若是40歲發生糖尿病，女性約縮短

6.1歲的壽命，男性約縮短5.3歲的壽命。」

雖然男性、女性在罹患糖尿病患都有相同多喝、

多吃、多尿的症狀，但有些只有女性特有的症狀

表現，林瑋涵列舉只有女性出現性獨有的症狀：

糖尿病影響的不只是血糖，嚴重是會破壞全身

的血管，特別是容易引起心血管併發症。歐洲

心臟協會曾推估到2040年全球將有6.29億糖尿

病患者，其中發現女性患有糖尿病的死亡率是

正常女性的兩倍，也比患有糖尿病的男性高，

原因就在於女性糖尿病友出現併發症的風險比

男性還大。

https://heho.com.tw/archives/167867
https://heho.com.tw/archives/author/amazingdoll1
https://heho.com.tw/diabetes
https://heho.com.tw/archives/167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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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道念珠菌、黴菌感染：研究指出高血糖病患

會使得葡萄糖誘發蛋白促使陰道上皮吸附陰道

念珠菌，再加上高血糖病患嗜菌系統功能變

差，使得陰道念珠菌感染較為嚴重且不易治

療。反覆的感染造成搔癢感，嚴重影響生活品

質。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過往統計，南臺灣多囊性

卵巢症候群患者接近50%明顯胰島素抗阻，

36％的糖耐受性不良，及10％的糖尿病，這

些問題都可能會出現不孕、變胖、體毛增加及

其他代謝問題。

妊娠糖尿病：大多9成的女性在生產完，血糖

就會恢復正常，但有6成的妊娠糖尿病患者在

10到20年後可能會進展成糖尿病。

https://heho.com.tw/?keyword=%E5%A4%9A%E5%9B%8A%E6%80%A7%E5%8D%B5%E5%B7%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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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與心血管功能息息相關！

若是婦女也正好遇上更年期，因為女性荷爾蒙的

改變下，在血脂、血壓控制上狀況更加不好，心

血管風險也大大增高，許多糖友都同時伴隨有心

臟病的問題，特別是以下三種必須要注意的心血

管問題：

冠狀動脈心臟病：這是最常見的心血管疾病之

一，也是最致命的一種。與沒有糖尿病的女性

相比，患有糖尿病的女性死於冠心病的風險高

1.81倍。與沒有糖尿病的男性相比，患有糖尿

病的男性死於冠心病的風險是1.48倍。

周邊動脈阻塞疾病：是2型糖尿病患者最常見的心

血管疾病初始表現，因為遠端組織得不到養分

及氧氣造成缺血，嚴重是可能需要腳截肢，且

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1.8倍。

心臟衰竭：糖尿病本身也可能引發血管的炎性反

應， 可令血管斑塊破裂引發心肌梗塞。糖尿病

與心臟衰竭大部分是因果關係，患有糖尿病的

女性患心力衰竭的可能性是沒有糖尿病的女性

的五倍。

https://heho.com.tw/?keyword=%E6%9B%B4%E5%B9%B4%E6%9C%9F
https://heho.com.tw/?keyword=%E5%BF%83%E8%87%9F%E7%97%85
https://heho.com.tw/?keyword=%E5%BF%83%E8%82%8C%E6%A2%97%E5%A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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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心臟內科李柏增醫師解釋：「沒有控制

好的糖尿病，可以造成血管硬化。可能的機轉包

括糖尿病易引發膽固醇斑塊沈積於血管壁上，久

而久之造成血管狹窄縮小。」

生活管理是治療、預防糖尿病第一準則

無論男女，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是預防糖尿病的基

石，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醫學中心的資深作者

Joline Beulens教授強調：「生活管理是糖尿病

患者治療的第一線，如果生活方式不能充分控制

血糖，則應開始降低血糖治療作為第二線治

療。」

歐洲心臟病學會（ESC）糖尿病指南建議糖尿病

患者這些生活習慣仍是影響改變的重點：

戒菸

減少卡路里降低過多的體重

採用地中海飲食

避免飲酒

每周至少150分鐘的運動（有氧運動和阻力運

動的結合）

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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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most affected by vascular

complications of diabetes

文、王芊淩／圖、何宜庭

https://www.escardio.org/The-ESC/Press-Office/Press-releases/Women-most-affected-by-vascular-complications-of-diabetes
https://www.surveycake.com/s/KB9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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