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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趨緩，6月7日防疫措施可望大鬆綁，邊境也可能適度開放。圖為日前我滯留在

俄羅斯的旅客返抵國門，歷經漫長旅程，直呼回家真好。（本報資料照片）

迎陸港澳生 成大6月10日前報名
中國時報 李侑珊04:10 2020/05/28

陸港澳僑生解封來台就學快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陸港澳僑生本學期迄今無法入境繼

續學業，成功大學昨日率先通知，指正研擬採取實名制的方式，讓僑生開放後分批入境，

但抵台後需居家檢疫14天。

成大表示，考量成大境外生多達1500名，為規畫未來新生及滯外生入校，需提前規畫居

家檢疫空間，才會事先調查學生的意願，若不提前安排，學校將無法負荷境外生短期間大

量進入。至於開放與否以及何時開放，一律依政府規定。

成功大學在簡訊內表明，目前我國尚未開放「陸港澳人士」與「無居留證之外國人士」入

境，針對無法返台的同學，正研擬採實名制方式，分批開放後入境，抵台後，需居家檢疫

14天，由於校內檢疫宿舍有限，相關細節仍待討論。

成大在簡訊提到，學生務必在6月10日前上網填妥表單，如果沒有填寫，則代表沒有返台

意願。同時也提醒目前休學者，但預計提前在109學年度第一學期9月復學且無法來台的

僑生同學，也同樣需要填妥表單，說明個人就學意願。

成大指出，返台名單將彙整之後提報教育部，核准入境後，將再以電子郵件通知第二階段

調查航班、居家檢疫等資訊，請學生配合校方政策辦理。

上海一名大四陸生表示，成大作為公立頂大，能率先站出來為陸港澳僑生發聲，相信讓陸

生同學都非常感動，盼台灣所有公私立大學都能跟進，甚至都能比照相同的做法，各校自

行提出可行的方案，協助陸港澳生回台完成或繼續學業，而不只是消極地等待教育部通

知。

#檢疫 #實名制 #居家 #學生 #返台 #入境 #成大 #開放 #陸港澳 #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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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校園一景。（摘自成功大學臉書）

獨》開第一槍！成大啟動實名制調查 準備陸港澳僑生返台就
學

中時 李侑珊19:17 202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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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陸生收到消息，指出成功大學正研擬採取實名制的方式，讓陸港澳僑生在分批開放後入

境。(李侑珊翻攝)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陸港澳及僑生本學期迄今無法回台繼續學業，有陸生透露，今(27)

日看到一則來自成功大學的通知，該訊息提供一則連結，指出校方正研擬採取實名制的方

式，讓陸港澳與僑生在分批開放後入境，但境外生抵台後，仍需居家檢疫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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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在簡訊內表明，目前我國尚未開放「陸港澳人士」與「無居留證之外國人士」入

境，針對無法返台的同學，正研擬採實名制方式，分批開放後入境，抵台後，需居家檢疫

14天，由於校內檢疫宿舍有限，相關細節仍待討論。

成大在簡訊提到，要求學生務必在6月10日前上網填妥表單，如果沒有填寫，則代表沒有

返台意願。同時也提醒目前休學者，但預計提前在109學年度第1學期(9月)復學且無法來

台的僑生同學，也同樣需要填妥表單，說明個人就學意願。

成大也於簡訊指出，返台名單將彙整之後提報教育部，核准入境後，將再以電子郵件通知

第二階段調查航班、居家檢疫等資訊，請學生配合校方政策辦理。

成大表示，校方確是在調查學生意願，主要考量成大境外生多達1500名，為規畫未來新

生及滯外生入校，需提前規畫居家檢疫空間，才會事先調查學生的意願，若不提前安排，

學校將無法負荷境外生短期間大量進入。至開放與否以及何時開放，一律依政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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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已開通舊生返台意願網頁，調查陸港澳生等境外生回台就學意願。(李侑珊翻攝)

(中時 )

#陸港澳 #僑生 #入境 #無法 #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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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2月底、3月初時，許多境外生入境後隔離14天，才能就學。但實際上，有更多境

外生無法入境而影響學業。（本報資料照片）

境外生返台解禁？教育部：無預定時程
中時 林志成11:34 2020/05/28

國內疫情減緩，各項限制陸續解除，而之前無法入境的陸港澳等境外生，也紛紛要求可以

回台灣繼續學業。不過教育部表示，境外生入境就學事宜，須依指揮中心境管政策辦理，

並無預定時程；教育部也並未要求各大學調查境外生返台意願。

針對無法返台的境外生，成大昨天已經通知他們，正研擬以實名制方式，分批開放入境，

但抵台後需要居家檢疫14天。新竹清華大學一名陸生也在網路發起連署，盼台灣各大專

校院能對陸生返台事宜具體安排，優先讓畢業生群體在完成嚴謹防疫程序後返校。

境外生要求返台完成學業的呼聲愈來愈高，教育部表示，行政院長蘇貞昌已指示依「邊境

風險嚴管、國內鬆綁」原則，請行政院秘書長邀集相關部會共同會商，安全有序做好未來

境外生入境就學準備。但目前沒有設定境外生入境的時程。

教育部說，成大等學校應係考量其境外生人數較多，為嚴謹規劃滯外舊生及未來新生返校

後防疫準備，自行提前部署事先調查學生意願，希望做好校園防疫宿舍規畫，以完備居家

檢疫準備措施。

(中時 )

#境外 #入境 #教育部 #防疫 #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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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學生開放入境了？成大為下學期入境準備中

2020-05-27 20:11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針對台灣逐步解除境管，成大最近發通知給境外學生，要求如

果下學期要入境台灣，必須先提出申請，屆時統一送交教育部

，開放入境。

學校並要求學生在6月10日填妥相關資料，向學校提出入境申

請，成大主祕李俊璋表示，目前尚未接到教育部的相關通知，

有陸生 最近接到 成 大通知，指台灣未來 可 能採實名制方式分批開放外籍生 入境  ，抵台後

需居家檢疫1 4 天 。圖／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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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之前教育部邀集各大學開會時，有提到相關資訊，學校總是

要為下學期的狀況先行部署，才會聯絡境外學生。

他表示，未來台灣將逐步解封，目前沒有辦法入境的港澳陸學

生與外籍學生，都有機會可以入境，但比較麻煩的是入境之後

的居家檢疫隔離問題，以成大每年約有1500名的境外學生，扣

掉目前已經扣入境的數百名學生，可能有上千名的學生未來將

入境，或者是已入境學生，暑假期間返國，9月又要來台，人

數可能不少。

他表示，這麼多的學生入境後都要居家檢疫、隔離，學校必須

事先安排，可能採取分批入境方式，鼓勵學生不要到9月開學

前才全部一起入境，學校才有辦法容納這麼多的學生入境居家

檢疫與隔離，否則就要靠政府支援。之前傳出的消息居家檢疫

的時間可能會從14天縮短，但詳情還不清楚。

有陸生最近接到成大通知，指台灣未來可能採實名制方式分批

開放外籍生入境 ，抵台後需居家檢疫14天，由於學校檢疫宿舍

有限，相關細節尚待討論，要求學生在6月10日前，不管未來

要不要來台，都應填交表單。

而返台名單將由學校彙整後提報教育部，一旦核准入境，將再

以電子信件通知。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1%85%E5%AE%B6%E6%AA%A2%E7%96%AB


2020/5/28 境外學生開放入境了？成大為下學期入境準備中 | 文教新訊 | 文教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4594805 3/3

有大陸學生最近接到成大的入境調查通知。圖／取自網路

居家檢疫 教育部 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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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開放境外生入境？指揮中心：教育部決定

2020-05-28 15:41
聯合報  / 記者楊雅棠、陳婕翎、邱宜君、羅真、簡浩正／台北即時報導

隨著國內肺炎疫情風險降低，國立成功大學近日通知境外學生

調查返校意願，向學校提出下學期的入境申請，成大表示是提

前規劃檢疫空間。教育部表示，仍應依疫情指揮中心境管政策

辦理，並無預定時程。對此，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

時中則表示，時間上的規劃在教育部，視教育需求規劃。

8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指揮官陳時 中 。圖／指揮中 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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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成大的境外學生接獲學校通知，調查返校意願。成大在

通知中指出，目前台灣尚未開放「港澳陸人士」及「無居留證

之外國人士」入境，針對無法返台的同學，正研擬採實名制方

式，分批於開放後入境，相關細節仍待討論。因此是否開放境

外生以及何時開放境外生引發關注。

陳時中表示，教育部將做必要性考量，針對畢業在即、學位生

有急迫性等優先考慮，第二個則是看基本檢疫量能是否能承擔

學生來台，但將維持居家檢疫14天。至於來台時間的規劃在教

育部，視教育需求規劃。

另隨著6月7日即將大規模解封，企業對於開放後的防疫指引仍

有諸多疑問，例如員工餐廳或是健身房、交誼廳等是否仍須加

裝隔板或採實名制。

陳時中表示，分批用餐或隔板都很好，有社交距離就不用戴口

罩，有口罩就不用安全距離，二擇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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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調查境外生返校 教部：依疫情中心政策
最新更新：2020/05/27 23:06

（中央社記者楊思瑞、陳至中台北27日電）國立成功大學近日通知境外學生調查返

校意願，向學校提出下學期的入境申請，成大表示是提前規劃檢疫空間。教育部表

示，仍應依疫情指揮中心境管政策辦理，並無預定時程。

近日有成大的境外學生接獲學校通知，調查返校意願。成大在通知中指出，目前台灣

尚未開放「港澳陸人士」及「無居留證之外國人士」入境，針對無法返台的同學，正

研擬採實名制方式，分批於開放後入境，抵台後，須居家檢疫14天，由於校內檢疫

宿舍有限，相關細節仍待討論。

成大主任秘書李俊璋表示，主要考量成大的境外生多達約1500人，為規劃未來新生

及滯外生入校，須提前規劃居家檢疫空間，才會事先調查學生的意願。若不先規劃，

成大無法負荷境外生短期大量進入，就要尋求政府協助。

他說，至於開放與否及何時開放，一律配合政府規定。學校先整理出有意願返校的學

生名單，在政府宣布開放後才會送交相關單位進行審核。

有關大專校院因應疫情面臨未來境外學生入境就學的相關檢疫準備事宜，教育部回應

表示，行政院長蘇貞昌指示依「邊境風險嚴管、國內鬆綁」原則，請行政院秘書長邀

集相關部會共同會商，安全有序、做好未來境外生入境就學準備。

教育部指出，成大等學校應是考量其境外生人數較多，為嚴謹規劃滯外舊生及未來新

生返校後防疫準備，自行提前部署事先調查學生意願，希望做好校園防疫宿舍規劃，

以完備居家檢疫準備措施。但後續仍應依指揮中心境管政策辦理，並無預定時程。

（編輯：陳政偉）109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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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將逐步開放境外生入境
2020-05-27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國內防疫有成，逐步解除境管。成大近日通知境外學生，指校方正研

擬採實名制方式，分批開放境外生入境。抵台後需居家檢疫十四天，但

需於六月十日前填單申請。返台名單將彙整提報教育部核定。

 成大表示，目前台灣尚未開放港澳陸人士及無居留證的外國人士入

境。針對無法返台的同學，計劃採實名制方式分批開放入境。抵台後需

居家檢疫十四天，但因學校檢疫宿舍有限，相關細節尚待討論。有意願

者，要在六月十日前填妥申請表單。未填寫視為無意願。返台名單將彙

整提報教育部，核准入境後再e-mail通知，並針對航班、居家檢疫等資

訊，進行第二階段調查。

 成大強調，調查學生的意願，主要考量成大境外生多達一千五百名。

為規劃未來新生及滯外生入校，需提前規劃居家檢疫空間。若不先規

劃，成大無法負荷境外生短期間大量進入。至於開放與否，何時開放，

一律依政府規定。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8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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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擬讓中港澳學生以實名制返台 陳時中：視檢
疫量能而定

成功大學針對境外學生發出通知，調查下學期返校意願。陳時中表示，由教育部
做必要性考量，還要再看看檢疫量能是否足以承擔學生回來。（資料照）

2020-05-28 15:18:45

〔記者簡惠茹／台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規劃採取實名制讓中國、港澳學生

返台就學，指揮官陳時中表示，由教育部做必要性考量，還要再看看檢疫量

能是否足以承擔學生回來。

成功大學規劃要啟動實名制調查，讓中國和港澳學生返台就學，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今天下午舉行記者會，會中媒體訊問指揮中心，境外生返台就學

的相關措施規畫如何。陳時中表示，教育部這邊會做必要性考慮，針對畢業

在即，學位有急迫性者討論，還要看看基本檢疫量能是否足以承擔學生回

來，如果回來，一樣要求居家檢疫14天，開放時間則由教育部規劃。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5/28/phpkG3Q4X.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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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生開放入境前先準備 成大調查下學期返校意
願

成功大學針對境外學生發出通知，調查下學期返校意願。（記者劉婉君攝）

2020-05-27 23:09:51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國內疫情趨緩，但因國際疫情仍不穩定，邊境依

然嚴防。國立成功大學因應下學期開學，對所有境外學生發出通知，調查返

校意願，希望在政府開放後，可以分批入境。

成大對境外生的通知指出，目前台灣尚未開放「中港澳人士」及「無居留證

之外國人士」入境，針對無法返台的同學，正研擬採實名制方式，分批開放

後入境，抵台後需居家檢疫14天，由於學校檢疫宿舍有限，相關細節尚待討

論，要求學生在6月10日前填妥表單，返台名單將彙整提報教育部，核准入境

後將再通知第2階段調查航班、居家檢疫資訊等。而目前休學但預計提前於9

月復學且無法來台的學生，仍要填表。

成大主秘李俊璋表示，成大有1500名左右的境外生，現在調查學生意願，主

要是考量如果所有境外生都在開學前2週入境，學校的居家檢疫空間將無法負

荷，屆時勢必要向政府求援，因此，為了避免造成政府的問題，校方必須先

就可以掌握的舊生名單進行調查，希望學生可以從7月陸續進來，接受居家檢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5/27/3179483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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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14天，校方才能有足夠的空間去應付，如果真的無法容納，也才有足夠的

時間做比較好的規劃。

李俊璋強調，校方一切都會依照政府的政策進行，待政府開放境外學生入

境，才會將資料送出去，政府核准後才會讓他們進來，但事先都不調查，不

是一流大學的超前部署作為。

而目前校方也已備妥幾個腹案，包括如果政府在6月底、7月開放，第一批7月

進來的境外生，學校會撥出經費，負責他們提早來台1個半月期間的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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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oday新聞雲 > 生活 2020年05月27日 19:48

快訊／第一槍！成大擬採「實名制」分批開放陸
港澳生入境　要學生務必填表單

▲成功大學。（圖／翻攝國立成功大學臉書）

記者邱茀濱／綜合報導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目前陸港澳及僑生仍無法返台就學。成功大學今日向陸生

發簡訊表示，校方正在針對無法回台就業的同學，研擬採取實名制方式分批開放後入

境，只是抵台後還是需要配合居家檢疫14天。

據《中時電子報》報導，校方簡訊內容顯示，台灣目前尚未開放「港澳陸人士」及

「無居留證之外國人士」入境，針對無法回台的同學，成大正在研擬採實名制方式分

析開放後入境，不過抵台的學生還是需要接受居家檢疫14天，由於校內檢疫宿舍有

限，因此相關細節仍待討論。

成大要求上述同學於6月10日以前，務必上網填妥表單，若未填寫則代表沒有意願返

台，同時提醒目前休學者，但預計提前於109學年度第1學期復學（9月）且無法來台

的同學，也須填寫表單。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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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成大指出，返台名單屆時將彙整提報給教育部，核准入境後將再以e-mail通知

第二階段調查（航班、居家檢疫資訊等），請同學務必留意電子郵件並請配合校方政

策辦理。



2020/5/28 【校園解封】成大將替港澳陸舊生申請入境返校 仍須居家檢疫14天 ｜ 蘋果新聞網 ｜ 蘋果日報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200527/A5ZXSF2PI72SPACDUQRWW3VWSY/ 1/2

【校園解封】成大將替港澳陸舊生申請入境返校 仍
須居家檢疫14天

12小時前

成大將替港澳陸舊生申請入境返校。資料照片

台灣武漢肺炎疫情趨緩，6月7日將大解禁，不過尚未開放港澳陸人士及無居留證之

外國人士入境。成功大學表示，研擬分批替港澳陸舊生申請入境返校，有意願的學

生須在6月13日前填妥意願調查表，屆時校方會彙整後送教育部核准入境，但核准

入境學生仍須配合居家檢疫14天。

相關新聞：6/7大解封後仍難人聲鼎沸 故宮：人潮回籠要鬆綁「國境管制」

成大表示，學生若未在6月13日前填妥意願表，會被視為無意願。返台名單會彙整

後送教育部核准，核准後進行第二階段的調查，包括航班居家檢疫資訊等。另外，

由於學校檢疫宿舍有限，相關細節尚待討論。（劉榮輝／台南報導）

http://thumbor-prod-ap-ne-1.photo.aws.arc.pub/CScrz8Idc-SzCiAyY9MltJ5fWOs=/arc-photo-appledaily/ap-ne-1-prod/public/UOVNSABSJYBODTFT5PQ5GPAWGA.jpg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200527/JUOSNEV2QGIQVDDMHD57EDM4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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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調查港澳陸舊生返校意願。翻攝成大網頁

成大 陸生 武漢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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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5/27發出信件 調查海外學生返校意願

近日有成功大學的境外學生接獲學校通知，表示校方正在調查返校意願。對此成大也出面表

示，考量成大的境外生多達1500多人，為規劃未來新生及還未返校的學生受教權，必須提前
規劃居家檢疫空間，才會事先調查學生的意願。

成功大學主秘李俊璋解釋，「在防疫的政策下，居家檢疫如果還是14天，我們必須要去提前
規劃跟部署。否則一下子，所有的人在開學前兩個禮拜全部都進來，我們不會有那麼大的空

間。」

針對有意願返校的境外生，校方研擬實名制的方式，抵台後須居家檢疫14天，事先配置防疫
宿舍。不過成大也強調，學校目前作業只是先整理出有意願返校的學生名單，未來若順利7
月可以入境，這些境外生還必須度過一個半月才開學，衍生的生活費用，校方也將負責住宿

費用。

成功大學主秘李俊璋表示，「住在北部的，東部的，或是中部的（本地生），都延後到開學

前一個禮拜才進到學校，把所有宿舍騰出來。讓先進來的這個境外生能夠住宿。」

成大學生說：「雖然說疫情有比較稍微減緩，但是還需要謹慎一點。」、「現在還有線上教

學，所以我覺得（境外生）還是有辦法學習，就算不回來的話。」

對此，教育部說都需依指揮中心境管政策辦理，並無預定時程；而成功大學也說，這政策並

非只針對陸港澳生，而是所有的境外生，但一切政策都依照疫情指揮中心境管政策辦理。

溫正衡 台南報導

2 0 2 0年5月2 8日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nIbfZZsD00&feature=emb_logo

https://news.pts.org.tw/#facebook
https://news.pts.org.tw/#twitter
https://news.pts.org.tw/#email
https://news.pts.org.tw/#pinterest
https://news.pts.org.tw/#link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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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成功大學調查境外生回台就學意願

时间：2020年05月27日 21:35　　稿件来源：香港中國通訊社

　香港中通社5月27日電 台北消息：據島內媒體27日

報道，台灣成功大學近日發通知給境外學生，要求如果

下學期要入境台灣，必須先實名申請，屆時統一送交台

灣教育部門，開放入境。

　今年1月大陸暴發新冠肺炎疫情後，台灣先是在1月

底暫緩湖北省陸生入境，2月暫緩所有陸生入境，隨後再

暫緩包括學生在內的港澳居民入境。至3月下旬全面封鎖

邊境，禁止外來人士入境。陸生和港澳生合計約1.5萬人

未能返台就學。

　據了解，成功大學已開通舊生返台意願網頁，調查

境外生回台就學意願。學校向陸生發簡訊，要求在6月10

日前填妥資料。有陸生接到通知，指台灣未來可能採實

名制方式分批開放境外生入境 ，抵台後需居家檢疫14

天，學校檢疫宿舍有限，不管有無意願入境台灣，都應

填表。

香港分社 • 正文

http://www.hkcna.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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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香港新闻网】

　校方主任秘書李俊璋表示，目前尚未接到官方有關

安排境外學生入境的通知，但此前台灣“教育部”邀集

高校開會時，提到相關資訊；學校要為下學期的狀況先

行部署，因此提前聯絡境外學生。

　他表示，未來台灣將逐步解封，但比較麻煩的是入

境之後的居家檢疫隔離問題，成大每年約有1500名境外

學生，可能採取分批入境方式，鼓勵學生不要到9月開學

前一起入境，才有辦法容納這麼多的學生隔離。返台名

單將由學校彙整後提報“教育部”，一旦核准入境，將

再以電子信件通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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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發現IgG4免疫疾病新型態
2020-05-28

醫師陳盈妊說，成醫從免疫球蛋白G4相關性疾病的病例研究發現最新的

型態，治療仍以類固醇為主。 （記者葉進耀翻攝）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一名中年男子頸部雙側出現腫塊，伴隨左側眼皮下垂、眼球凸出與視

野模糊，症狀持續月餘而就醫。經成大醫院診斷為「免疫球蛋白G4相關

性疾病」，且經病理分析，發現為全球發表5種樣態之外的新第6種型

態，成醫並在國際上作發表。

 成醫病理部醫師陳盈妊表示，這個特殊病例來自外院，電腦斷層顯示

雙側頸部與鎖骨上多顆腫大淋巴結，病人接受頸部淋巴結切片，因型態

學困難診斷，外院諮詢成醫病理部張孔昭教授。病人血清IgG4>

4400mg/dL、進階電腦斷層顯示左眼眶後有浸潤性病灶、腹腔內與腹股

溝處亦有多顆腫大淋巴結，經IgG4和IgG免疫染色，最終診斷為免疫球

蛋白G4相關性淋巴結腫大的第6種新型態「類感染性單核球增多症」。

經類固醇治療，腫大的淋巴結逐漸縮小，於1年後追蹤已無症狀。

 陳盈妊表示，2003年以來，醫界陸續新發現全身性的發炎纖維化疾病

「免疫球蛋白G4相關性疾病」，疾病引起的淋巴腫大，通常會與其他侵

犯器官的症狀一起出現，在做淋巴結診斷時，易與許多良性或惡性疾病

混淆，造成臨床過度或不必要的治療。免疫球蛋白G4相關性疾病的影

響，可能遍及全身器官，如唾液腺、胰臟、肺臟、甲狀腺、淋巴結等，

其致病機轉尚不完全清楚，但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可能屬於自體免疫疾

病的一種。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84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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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免疫球蛋白G4相關性疾病的共同特徵為臨床呈現腫瘤樣病灶，

病理檢查下的IgG4陽性淋巴球漿細胞浸潤及漩渦狀纖維化，是主要診斷

依據，通常會伴隨有血清中IgG4濃度升高。臨床症狀會因為患病位置而

有所不同，除了腫瘤樣病灶外，4成病人會有過敏症狀，如氣喘、異位

性皮膚炎等。過去認為，這種病的型態學上有反應性淋巴濾泡增生等5

種變化，但成醫在研究此病例時發現不屬於上述5種，而新增了第6種新

型態「類感染性單核球增多症」。治療方式以類固醇為第一線用藥，對

多數病人效果良好，但仍有可能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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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發現免疫球蛋⽩G4相關性淋巴結腫⼤第6類型態 有助
避免不必要治療

▲成⼤醫院病理部陳盈妊醫師表⽰，「免疫球蛋⽩G4相關性疾病」有6種型態，容易與許

多良性或惡性疾病混淆，造成臨床過度或不必要治療。（圖／記者林悅翻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全⾝性的發炎纖維化的疾病「免疫球蛋⽩G4相關性疾病」，該疾病引起淋巴腫⼤，通常會

與其他侵犯器官症狀⼀起出現，其型態學上有5種變化，但成⼤醫院病理部發現並發表第6

種新的型態「類感染性單核球增多症」，如此多變型態在做淋巴結診斷時，容易與許多良

性或惡性疾病混淆，造成臨床過度或不必要治療。

成⼤醫院病理部陳盈妊醫師表⽰，這個特殊案例來⾃外院，因持續超過1個⽉雙側頸部逐漸

變⼤的腫塊求診，伴隨有左側眼⽪下垂、眼球凸出與視野模糊的症狀。電腦斷層顯⽰雙側

頸部與鎖⾻上多顆腫⼤淋巴結，病⼈接受頸部淋巴結切⽚。但因型態學困難診斷，外院諮

詢成⼤醫院病理部張孔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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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盈妊醫師說，這名病⼈的檢查報告，⾎清IgG4> 4400 mg/dL、進階電腦斷層顯⽰左眼

眶後有浸潤性病灶、腹腔內與腹股溝處亦有多顆腫⼤淋巴結，經IgG4和IgG免疫染⾊，最

終診斷為免疫球蛋⽩G4相關性淋巴結腫⼤的第6種新型態「類感染性單核球增多症」。病

⼈後來接受類固醇治療，腫⼤的淋巴結逐漸縮⼩，於1年後追蹤時已無症狀。

免疫球蛋⽩G4相關性疾病的型態學上有5種變化：1、類多發性Castleman⽒病；2、反應

性淋巴濾泡增⽣；3、淋巴濾泡間漿細胞增多伴免疫⺟細胞；4、類淋巴結中⼼進⾏性轉

換；5、類發炎性假性腫瘤。現在則多了第6種新的型態「類感染性單核球增多症」。

陳盈妊醫師說，為了提⾼「免疫球蛋⽩G4相關性淋巴結腫⼤」的正確診斷率，成⼤醫院病

理部正進⾏收集此類案例，希望藉由詳細分類其型態歸屬，並與臨床表現相結合，以增加

對此疾病進程的更多認識。

免疫球蛋⽩G4相關性疾病的影響，可能遍及全⾝器官，如唾液腺、胰臟、肺臟、甲狀腺、

淋巴結等，其致病機轉尚不完全清楚，但有越來越多證據顯⽰可能屬於⾃體免疫疾病的⼀

種。因其為較新發現的疾病，實際發⽣率不明，甚⾄可能被低估；⼀般⽽⾔，中⽼年男性

發⽣率稍多，但若表現在頭頸部的則以⼥性為多，發⽣於⼩孩的案例也逐漸增加。

免疫球蛋⽩G4相關性疾病的共同特徵為臨床呈現腫瘤樣病灶，病理檢查下的IgG4陽性淋巴

球漿細胞浸潤及漩渦狀纖維化，是主要診斷依據，通常會伴隨有⾎清中IgG4 濃度升⾼。陳

盈妊醫師指出，臨床症狀會因為患病位置⽽有所不同，除了腫瘤樣病灶外，4成病⼈會有過

敏症狀，如氣喘、異位性⽪膚炎等。

治療⽅式以類固醇為第⼀線⽤藥，對多數病⼈效果良好，但仍有可能復發。當復發或類固

醇治療無效時，使⽤rituximab的B細胞清除療法也有⼀定效果。治療與否、治療時程，通

常會依據侵犯器官與疾病病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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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球蛋白G4」相關性淋巴結腫
大 偉大的模仿者
Posted By: TainanTalk  五月 27, 2020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從2003年以來，醫界陸續新發現全身性的發炎纖維化的疾病：
免疫球蛋白G4相關性疾病(IgG4-related disease)，疾病引起的淋巴腫大，通常會與其他
侵犯器官的症狀一起出現，但有時也會是疾病最初或唯一的表現。其型態學上有5種變
化，但成大醫院病理部在一特殊案例中，發現並發表第6種新的型態-類感染性單核球增
多症。成大醫院病理部陳盈妊醫師表示，如此多變的型態在做淋巴結診斷時，容易與許

多良性或惡性疾病混淆，會造成臨床過度或不必要的治療。

（圖說）成大醫院病理部陳盈妊醫師談免疫球蛋白G4相關性疾病。（記者鄭德政攝）
這個特殊案例來自外院，因持續超過1個月雙側頸部逐漸變大的腫塊求診，伴隨有左側眼
皮下垂、眼球凸出與視野模糊的症狀。電腦斷層顯示雙側頸部與鎖骨上多顆腫大淋巴

結，病人接受頸部淋巴結切片。但因型態學困難診斷，外院諮詢成大醫院病理部張孔昭

教授。

陳盈妊醫師說，這名病人的檢查報告，血清IgG4> 4400 mg/dL、進階電腦斷層顯示左眼
眶後有浸潤性病灶、腹腔內與腹股溝處亦有多顆腫大淋巴結，經IgG4和IgG免疫染色，
最終診斷為免疫球蛋白G4相關性淋巴結腫大的第6種新型態「類感染性單核球增多
症」。病人後來接受類固醇治療，腫大的淋巴結逐漸縮小，於1年後追蹤時已無症狀。
免疫球蛋白G4相關性疾病的型態學上有5種變化：(1)類多發性Castleman氏病；(2)反應
性淋巴濾泡增生；(3)淋巴濾泡間漿細胞增多伴免疫母細胞；(4)類淋巴結中心進行性轉
換；(5)類發炎性假性腫瘤。現在則多了第6種新的型態-類感染性單核球增多症。
陳盈妊醫師說，為了提高「免疫球蛋白G4相關性淋巴結腫大」的正確診斷率，成大醫院
病理部正進行收集此類案例，希望藉由詳細分類其型態歸屬，並與臨床表現相結合，以

https://tainantalk.com/author/tainantalk/
https://tainantalk.com/202005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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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對此疾病進程的更多認識。

免疫球蛋白G4相關性疾病的影響，可能遍及全身器官，如唾液腺、胰臟、肺臟、甲狀
腺、淋巴結等，其致病機轉尚不完全清楚，但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可能屬於自體免疫疾

病的一種。因其為較新發現的疾病，實際發生率不明，甚至可能被低估；一般而言，中

老年男性發生率稍多，但若表現在頭頸部的則以女性為多，發生於小孩的案例也逐漸增

加。

免疫球蛋白G4相關性疾病的共同特徵為臨床呈現腫瘤樣病灶，病理檢查下的IgG4陽性淋
巴球漿細胞浸潤及漩渦狀纖維化，是主要診斷依據，通常會伴隨有血清中IgG4 濃度升
高。陳盈妊醫師指出，臨床症狀會因為患病位置而有所不同，除了腫瘤樣病灶外，4成病
人會有過敏症狀，如氣喘、異位性皮膚炎等。

治療方式以類固醇為第一線用藥，對多數病人效果良好，但仍有可能復發。當復發或類

固醇治療無效時，使用rituximab的B細胞清除療法也有一定效果。治療與否、治療時
程，通常會依據侵犯器官與疾病病程決定。



2020/5/28 免疫球蛋白G4引起「淋巴腫大」 易與惡性疾病混淆 | 主流傳媒

https://msntw.com/12798/ 1/1

免疫球蛋白G4引起「淋巴腫大」 易與惡性疾病混淆

（主流傳媒記者吳敏慈／台南報導）醫界自2003年陸續新發現全身性的發炎纖維化的疾病，其中免疫球蛋白
G4相關疾病容易引起淋巴腫大，而且型態多樣，容易與許多良性或惡性疾病混淆，造成臨床過度或不必要的治
療。

疫球蛋白G4相關疾病型態學上有5種變化，但成大醫院病理部在一特殊案例中，發現並發表了第6種新的型態
「類感染性單核球增多症」。

此病患因雙側頸部腫塊逐漸變大，持續超過1個月，因而到其他醫院求診，且還有左側眼皮下垂、眼球凸出、
視野模糊等症狀。

電腦斷層顯示，雙側頸部與鎖骨上多顆腫大淋巴結，病人接受頸部淋巴結切片，但因型態學診斷困難，外院諮

詢成大醫院病理部教授張孔昭。病人後來接受類固醇治療，腫大的淋巴結逐漸縮小，於1年後追蹤時已無症
狀。

成大醫院病理部醫師陳盈妊指出，免疫球蛋白G4相關性疾病的影響，可能遍及全身器官，如唾液腺、胰臟、肺
臟、甲狀腺、淋巴結等，其致病機轉尚不完全清楚，但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可能屬於自體免疫疾病的一種。

臨床症狀會因為患病位置而有所不同，除了腫瘤樣病灶外，4成病人會有過敏症狀，如氣喘、異位性皮膚炎
等。以中老年男性發生率稍多，但若表現在頭頸部的則以女性為多，發生於小孩的案例也逐漸增加。

陳盈妊指出，治療方式以類固醇為第一線用藥，對多數病人效果良好，但仍有可能復發。當復發或類固醇治療

無效時，使用rituximab的B細胞清除療法也有一定效果。治療與否及時程，通常會依侵犯器官與病程決定。

為了提高「免疫球蛋白G4相關性淋巴結腫大」的正確診斷率，成大醫院病理部正進行收集此類案例，希望藉由
詳細分類其型態歸屬，並與臨床表現相結合，以增加對此疾病進程的更多認識。

成大醫院病理部醫師陳盈妊指出，免疫球蛋白G4相關疾病，除了腫瘤病灶外，4
成病患會有氣喘、異位性皮膚炎等過敏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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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網討論區

ㄚ！就是那個「光」　2020年臺南全民科學週25日登場

ㄚ！就是那個「光」。由成大科學教育中心主辦，科技部與台南市教育局補助的科教活動-2020年
台南市全民科學週自109年5月25日至29日登場，分別在臺南市32所國中各校舉行。5月25日上午在
文賢國中舉辦開幕儀式，由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施宏彥敲鑼啟動科學週。以「光」為主軸串聯，
開幕式現場設有動手作體驗區與科普攤位，邀請文賢國中與成功國小學生分批體驗，每個攤位都有
經過特訓的文賢國中科學小尖兵，為參加活動同學解說。今年全民科學週更首次推出密室闖關活
動，讓學生運用體驗區與科普攤位所學知識，一一解開密室中的謎題，親身體驗科學在生活中的運
用。

成大科教中心主任許瑞榮說，全民科學週邁入第6年，過去是成大物理系主任羅光耀教授籌劃，今年
改由科教中心承接。今年臺南市全民科學週特別規劃科學密室，由數學系副教授舒宇辰協助。

此密室的設計，是首次在科技部的全民科學週活動呈現，進入密室後必須動腦逐一解開各關卡的謎
底，再以謎底連結的數字打開密碼鎖。參與開幕的師長到場參觀後，更有人親身投入解題。各關卡

文字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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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謎底大多和數字有關，或以幾何、英文連結及對應到數字上，有的關卡難度頗高，找到答案的人
便很興奮地開啟密碼鎖，持各關寶盒內器物至下一關，最後打開出口大門。

開幕儀式中，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施宏彥致詞指出，教育局相當重視科學教育，每年固定舉辦全
市的科學展覽，也經常補助各校增添實驗內容。因應108新課綱將自然與生活科技切成兩個領域，
針對各校生活科技領域的教學實驗器材或設備，去年以前就建構完成。他曾前往學校參觀科教實
驗，呈現內容與實際生活相關，很感謝成大的支援與協助，期望每位學生都能學得更好。

文賢國中校長陳一仁則表示，2020年臺南市全民科學週主要目的是呈現教學成果，經過成大科教中
心教授們的培訓，參與活動的32所國中師生已歷經至少三個月以上的學習。因為科普活動的實用
性，讓學校課程更活潑，進而研發出新教材。

今年主題：ㄚ！就是那個「光」。內容以國中八上的自然課程中「光、影像與顏色」的單元為基
礎，延伸至全反射的概念與應用，並引進太陽除了會輻射可見光之外，還會輻射紫外線與紅外線的
概念，進一步認識紫外線與紅外線的應用。成大科教中心的師生們為本年度的活動新開發了2個動手
作實驗教案：「光跑哪裡去？」與「 看不見的密碼」，以及4個展演實驗教案：「可見光的三原
色」、「三菱鏡分光」、「紅外線的應用」與「紫外線辨識」。參與活動的32所國中，可以利用這
些教案，分別在各校舉行小型科普市集或帶入課堂中操作。

新聞來源：成功大學提供

成大科學教育中心 科教活動 校園大小事 校園新聞 國立成功大學 臺南市全民科學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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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醫護藥勞苦功高 古坑華山各界送愛窩心

【勁報記者張秦華／雲林縣報導】

新冠肺炎病毒疫情雖然稍稍緩和，但醫護藥人員防疫工作卻持續中仍不敢鬆懈；古坑

鄉公所特結合古坑華山地區業者及華山村辦公處、於今(27日)下午在國立成功大學附

設醫院斗六分院辦理「送愛給醫謢藥人員」活動，場面簡單溫馨感人。

「送愛給醫謢藥人員」活動結合古坑鄉公所、華山村辦公處、華山國小、華山社區發

展協會、華山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華山休閒產業促進會、業者：天秀山莊、十方客

棧、明心園民宿、曼舒清雅咖啡、桂竹林休閒農莊、蝴蝶咖啡、山海觀咖啡、仙地咖

啡、山妍暮夏咖啡、維野納複合式餐飲、森晴農園、橋頭堡咖啡、華山放山雞、華山

滴雞精、阿安師製茶廠等，共募集2000包華山在地產業咖啡濾掛包及茶包。

今天下午3時許，由雲林縣副縣長謝淑亞、鄉長古坑鄉長沈勝騰、鄉公所主任秘書王秋

信、華山村長李國和夫妻、雲林縣古坑鄉華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蔡顯勇、雲林縣古

勁報 2020/05/27 20:26(13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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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鄉華山休閒產業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林明諒、雲林縣古坑鄉華山產業促進會理事長徐

毓涵等人共同致贈；由成大醫院斗六分院長院長吳晉祥、及郭耀隆、許志新兩位副院

長代表接受，並回贈感謝狀及每位在場人士一串愛心「車舉」小吊飾，場面雖簡單，

但卻溫馨滿滿。

另外，華山國小小朋友也致上最用心製作的「愛心打氣小卡」給醫護藥人員，透過小

朋友暖心的文字，向辛苦的醫護藥人員致敬。

副縣長謝淑亞、古坑鄉長沈勝騰分表示，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國內醫護藥人員無論

在採檢、診治或防疫上可說是冒著被感染的危險，仍日以繼夜堅守崗位，在大家齊力

一心的努力下，使得國內的疫情得以紓緩，各種封鎖禁令政策陸續開放中，民生逐漸

回軌正常化，醫護藥人員實在是勞苦功高，更為我國防疫史再添一筆勝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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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食物過敏會要命 孩童嚐新需小心

2020-05-28 11:00

   

較常引起台灣兒童過敏反應的食物有雞蛋、牛奶。圖為情境照。（圖庫

照）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6歲小米參加幼稚園戶外教學，到百貨公

司吃飯，老師讓學生自己點餐，小米選了不曾吃過的蕎麥麵嚐鮮。吃

了麵不到15分鐘，小米突然呼吸急促、喪失意識，被救護車送到急

診。醫師診治發現小米血壓偏低、呼吸有喘鳴聲、眼周和嘴唇腫脹、

全身紅疹及腹痛，診斷為過敏性休克，以腎上腺素、支氣管擴張劑及

抗組織胺治療後，症狀獲得改善。

成大醫院小兒急診科林靜微醫師指出，因環境及飲食習慣改變，近年

來兒童食物過敏的盛行率有逐年上升傾向。她提醒，若孩童身上突然

出現紅疹、搔癢、眼周或嘴唇腫脹、腹痛、呼吸困難等症狀，應研判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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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過敏反應，尤其孩童初次嘗試新的食物時，更要多加小心，因

為嚴重的食物過敏有致命可能。

她說，食物過敏是因為食物中的某些物質，通常是蛋白質被免疫系統

當成是入侵的病原，而發生不正常的免疫反應，進而對人體造成不良

影響，多數的食物過敏與免疫球蛋白E的作用有關。

林醫師表示，據統計，較常引起台灣兒童過敏反應的食物有雞蛋、牛

奶、海鮮（蝦、螃蟹、蛤蜊、魚等）、水果（芒果、奇異果、草莓、

柑橘類等）、花生、小麥等。但是對於這些較容易引起過敏的食物，

除非已知曾經發生過敏反應，否則不需要刻意避免食用這些高致敏性

食物。

林靜微提醒，若有過敏性疾病家族史或本身有嚴重濕疹，孩童會有較

高食物過敏的風險。但食物過敏的診斷，需由醫師做詳細完整的病史

詢問及身體檢查，與血液過敏原檢測或皮膚試驗。最標準方法是隨機

雙盲食物誘發試驗，直接給予受測者可能引起過敏的食物，觀察是否

發生過敏症狀？因過程中可能發生嚴重過敏反應，這需在醫師嚴密監

控下才可進行。

若已知孩童對某特定食物有嚴重過敏反應，應完全禁止食用，並教導

孩子學會看食品成分，這非常重要，以避免誤食機會。林醫師表示，

曾發生過敏性休克的孩童，可隨身攜帶筆型腎上腺素，必要時可以自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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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小兒急診科醫師林靜微提醒家長要注意孩子是否有食物過敏問

題。（記者王俊忠翻攝）

 

林醫師提醒家長，目前研究顯示若想預防食物過敏，在寶寶4-6個月

大時，不論有否較高食物過敏風險，要儘早且持續給予固體食物，包

含高致敏性食物，如牛奶、蛋、花生等。若只有純母奶哺餵，卻沒有

儘早且持續給予固體食物，只能預防嬰幼兒濕疹，不能預防食物過

敏。因此，若想預防食物過敏，儘早且持續給予幼兒固體食物是很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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