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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跨領域團隊與科技廠商磐旭智能共同開發「溫心

智慧手環」，手環能連續監測病患的體溫及心跳。

成大導入智慧醫療 提升武漢肺炎臨床檢疫效率
孫宜秋／南市

2020/2/17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為對抗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炎）嚴竣

疫情，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領導大學

校本部與附屬醫學中心整合多項智慧

醫療，建制「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

系統」，將檢疫效率一舉提高5至6

倍。原本高風險病人從踏入檢疫站到

醫師做出臨床決策的時間需2個半小

時，現在只需不到30分鐘即可完成，還可有效降低醫護人員和病人交叉感染的風險

以及檢疫所需人力。同時，成大跨域團隊也以「溫心智慧手環」協助落實居家檢疫

的政策。蘇慧貞期盼在疫情籠罩之下，成大導入智慧醫療能創造30分鐘守護全世界

的新可能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與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咸表示，自疫情來襲，成大

與成醫即刻動員進行防疫，是項智慧醫療系統的建制將令檢疫工作更為迅速確實。

 為避免疫情持續擴散，監測與預測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成大跨領域團隊與科技

廠商磐旭智能共同開發「溫心智慧手環」。手環能連續監測病患的體溫及心跳，在

發燒之前，會有前期的體表溫度上升，透過配戴手環，可以預警發燒。掌握溫度趨

勢變化做到隨時監測、及時警覺異常，提醒及早採取適當行動。目前成大醫院有超

過130位的醫護同仁自願配戴溫心智慧手環，成大目前居家檢疫中的學生、疑似病

例及其家戶接觸者，也以溫心智慧手環進行連續體溫檢測。

 「溫心智慧手環」是在科技部前瞻司的支持下，由成大護理系主任柯乃熒、成大

醫院副院長柯文謙、成大感染管制中心副主任陳柏齡、成大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莊

坤達、成大資訊工程學系主任高宏宇及成大數學系副教授舒宇宸，與科技公司共同

研究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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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導入智慧醫療 提升臨床檢疫效能
孫宜秋／南市

2020/2/17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從1月21日台灣第一例武漢肺炎確診後，隔天一大

早，成大醫院沈孟儒院長就召集相關單位召開緊急應變會議，為了「阻絕境外」、

「超前部署」，啟動成大醫院「武漢肺炎臨床檢疫站」防疫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在急診室外設立8個高規格「野戰帳篷檢疫站」，避免高風險患者

進院區。同時興建「組合屋式檢疫站」，提升防疫戰備規格，因應未來萬一發生社

區感染疫情時，提前做好長期抗戰的準備。

 第二部曲，是將「醫療病歷自動化」，讓病患用平板自己寫病歷（點選相關症

狀、旅遊史及接觸史等），這樣可有效縮短病人停留檢疫站的時間，也減少傳統用

口頭問診帶來的感染風險。

 第三部曲，是運用「人工智慧輔助判讀肺炎」。成大醫院有龐大的肺炎影像資料

庫，運用人工智慧輔助152例疑似武漢肺炎篩檢，準確性高達90%。

 成大醫院檢疫站防疫三部曲，即時因應疾管署每日公告的最新疫情及隨時調整的

臨床指引，運用「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協助醫護人員做臨床決策，不只

減輕來自不同臨床科醫護人員（每3小時輪班）的身心壓力。病患從進入檢疫站到

醫師做好醫療決策，也從兩個半小時縮減至不到30分鐘。

 成大醫院從1月22號到（15號），連續25天幾乎每天7:30開應變會議，10天內完

成組合屋檢疫站，不到3週依序完成防疫3部曲的建置，這是成功大學與成大醫院跨

院系、跨科部一起打造堅固防疫網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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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導入智慧醫療決策輔助 提升六倍檢疫效率

為對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嚴竣疫情，成功⼤學校⻑蘇慧貞領導⼤學校本部與
附屬醫學中⼼整合多項智慧醫療，建制「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將
檢疫效率⼀舉提⾼5⾄6倍，15⽇發表會上，邀請科技部次⻑謝達斌及多位成
⼤醫院⼀級主管到場⾒證此系統。

科技部向來⽀持成⼤發展智慧醫療，科技部次⻑謝達斌表⽰，成⼤掌握最新
科技動向，且不忘以⼈為本、落地⽣根，令使科技產⽣實質造福社會。成⼤
校⻑蘇慧貞表⽰，在疫情籠罩之下，成⼤導⼊智慧醫療能創造30分鐘守護全
世界的新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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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表⽰，此次所發表的「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包括前端病歷⾃
動化，胸部X光⽚⼈⼯智慧輔助判讀肺炎，最後再依疾管署提供的每⽇最新疫
情發展，隨時更新臨床決策，⼤⼤提升成⼤醫院在檢疫、防疫的應變與決
策。

原本⾼⾵險病⼈從踏⼊檢疫站，到醫師做出臨床決策的時間，透過該系統可
從原本需耗費2個半⼩時，現在不到30分鐘即可完成，還可有效降低醫護⼈員
和病⼈交叉感染的⾵險及檢疫所需⼈⼒。

⾯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成⼤醫院院⻑沈孟儒過年前，即啟動成⼤醫院
「武漢肺炎臨床檢疫站」三部曲，第⼀部曲是在急診室外設8個⾼規格野戰帳

科技部次⻑謝達斌（左五起）、成功⼤學校⻑蘇慧貞，與多位成⼤醫院⼀級主管，⼀同發表「智慧醫療臨

床決策輔助系統」。 張傑/攝影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0/02/15/99/7469726.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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篷檢疫站，做為最前線的防疫場所，同時興建組合屋式檢疫站，提升防疫戰
備規格，為未來可能有社區感染疫情做⻑期抗戰的準備。

沈孟儒說，防疫帳篷其實是⼀個壓⼒站，病患不安、醫護⼈員⼼理壓⼒⼤，
所以醫院致⼒讓整個流程標準化、快速化，以阻絕感染⾵險。

⼆部曲則是將科技部「成⼤AI⼈⼯智慧創新研究中⼼」暨「拔尖整合計畫」
的研究成果，結合成⼤醫院智慧醫療的能量，做到醫療病歷⾃動化。沈孟儒
指出，回顧2003年sars期間，傳統紙筆填寫或⼝頭詢問病史，近距離接觸，
都是醫護⼈員與病患接觸後，最⼤感染途徑。

醫療病歷⾃動化系統可讓病患使⽤平板⾃主填寫旅遊史、職業史、接觸史、
群聚史等病歷資料，上傳到電⼦病歷系統，醫護⼈員就能⽴即收到相關資
料，並做臨床決策，每次平板使⽤過後，就會以酒精消毒，降低交叉感染⾵
險，也提升檢疫站時效。

沈孟儒強調，第三部曲則是導⼊肺炎AI輔助偵測，「胸部X光⼈⼯智慧判讀肺
炎系統模型」為成⼤醫院AI團隊與醫院資訊團隊開發，導⼊成⼤醫院的肺炎
影像資料，⽬前⽤於輔助152例疑似武漢肺炎篩檢，敏感度與準確性可達80%

及90%。

他指出，由於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以來，疾管署提供的每⽇最新疫
情發展及相關定義及臨床決策都在變動，透過成⼤醫院檢疫三部曲，整合成
的「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建構於檢疫站的電腦系統，可以讓因應
疫情變化的臨床決策，不再成為醫護⼈員壓⼒。

病患從進⼊檢疫站到醫師決定是否需要通報住院隔離，或居家檢疫觀察，也
得以從2個半⼩時縮減⾄不到30分鐘。

此外，針對居家檢疫觀察，成⼤跨域團隊也以「溫⼼智慧⼿環」協助落實居
家檢疫的政策。「溫⼼智慧⼿環」能連續監測體溫與⼼跳，作為預測症狀指
標。當配戴者體溫上升時，可以藉由⼿機APP主動確認異常症狀並提醒主動
就醫。

⽬前成⼤醫院有超過130位的醫護同仁⾃願配戴溫⼼智慧⼿環，成⼤⽬前居家
檢疫中的學⽣、疑似病例及其家戶接觸者，也以溫⼼智慧⼿環進⾏連續體溫
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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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每個禮拜定期回收⼿環，再交由管理⼈員統⼀上傳數據資料⾄雲端平台
做後續追蹤，成⼤醫學院院⻑沈延盛表⽰，成⼤在住校居家檢疫的措施周全
嚴謹，可謂全台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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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周家仰／台北報導】 2020/02/16

成大導入智慧醫療 提升武肺臨床檢疫效率

武漢肺炎疫情嚴竣，成功⼤學在校⻑蘇慧貞領導下結合⼤學醫學中⼼與⼤學資源，
積極防範疫情擴散，將多項智慧醫療整合為「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
險病⼈從踏⼊檢疫站，到醫師做出臨床決策效率，⼀舉提⾼五⾄六倍（原需兩個半
⼩時縮短為不到三⼗分鐘），有效降低醫護⼈員及病⼈交叉感染⾵險及所需⼈⼒。

科技部指出，「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包括前端病歷⾃動化，胸部X光⽚⼈
⼯智慧輔助判讀肺炎，及最後依疾管署提供每⽇最新疫情發展，隨時更新臨床決
策，進⽽提升成⼤醫院在檢疫、防疫的應變與決策。成⼤對住在學校宿舍執⾏居家
檢疫的學⽣，也採⽤智慧化監測，跨領域團隊開發「溫⼼智慧⼿環」能連續監測體
溫與⼼跳，作為預測症狀指標。

「溫⼼智慧⼿環」是由科技部⽀持下，由成⼤護理系主任柯乃熒、成⼤醫院副院⻑
柯⽂謙、成⼤感染管制中⼼副主任陳柏齡、成⼤資訊⼯程學系副教授莊坤達、成⼤
資訊⼯程學系主任⾼宏宇及成⼤數學系副教授舒宇宸與科技公司所共同研究開發。
當配戴者體溫上升時，可藉由⼿機APP，主動確認異常症狀，並提醒主動就醫，⽬
前每週定期回收⼿環，再交管理⼈員統⼀上傳數據資料⾄雲端平台做後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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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智慧醫療 30分鐘完成檢疫
2020-02-16

成大跨領域團隊研發「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導系統」協助防疫，讓檢疫

篩選工作更完善。 （記者葉進耀攝）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為避免新冠肺炎疫情擴散，監測和預測也是防疫重要一環，成功大學

結合醫學院、醫院等資源融入多項智慧醫療整合為「智慧醫療臨床決策

輔助系統」，讓病人臨床檢疫效率從原需150分鐘縮短到30分鐘內；成

大對住校居家檢疫學生也採用智慧化監測，讓學生戴「溫心智慧手環」

連續監測體溫與心跳，作為預測症狀指標。

 成大校長蘇慧貞昨天率領醫學院院長沈延盛、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等

共同宣誓抗疫決心，並且要藉助「科學和專業」來對抗新冠肺炎。

所謂的科學和專業就是由成大自行研發的一套「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導

系統」，包括前端的病歷自動化，胸部X光片人工智慧判讀肺炎，還有

疾管署每日最新疫情發展，即時更新臨床決策資訊，將這三項智慧醫療

整合而成，讓檢疫篩選流程一氣呵成。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1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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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心智慧手環」能連續監測體溫與心跳，作為預測症狀指標，成大在

校居家檢疫的學生都要配戴。 （記者葉進耀翻攝）

 負責把智慧醫療導入防疫的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劉秉彥說，病人進

檢疫站到決定是否通報住院隔離或居家檢疫觀察的時間，通常約耗掉兩

個半小時，經運用「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導系統」協助，大幅縮減為半

小時即可完成，這套系統的敏感度及準確性可達八成及九成，可有效降

低醫護人員及病人交叉感染的風險及所需人力。

 成大護理系主任柯乃熒說，跨領域團隊開發的「溫心智慧手環」能連

續監測體溫與心跳，作為預測症狀指標，並已使用於成大醫護人員、居

家檢疫的學生、疑似病例及其家戶接觸者，週定期回收手環，由管理人

員統一上傳數據資料至雲端平台做後續追蹤。

 成醫院長沈孟儒說，面對未知疾病，一定要布局提前且隔絕在外；成

醫未來1個月約需篩1千人次，將全部流程標準化、簡易化，讓病患安

心，醫護人員也在一個很有自信的情況下執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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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結合成大醫院建置的「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可大幅提升高風險病人

的臨床檢疫效率。（洪榮志攝）

成大智慧醫療 30分鐘完成檢疫
中國時報 洪榮志 、台南04:10 2020/02/16

新冠肺炎疫情嚴竣，防疫工作也爭分奪秒。成功大學結合成大醫院建置的「智慧醫療臨

床決策輔助系統」，將原本需要2個半小時的檢疫時間縮短成不到30分鐘，大幅提升高風

險病人的臨床檢疫效率5至6倍，能有效降低醫護人員及病人交叉感染的風險及所需人

力。

成大校長蘇慧貞指出，這套全台首創的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包括前端的病歷自

動化、胸部X光片人工智慧輔助判讀肺炎，最後再依疾管署提供的每日最新疫情發展，隨

時更新臨床決策，可大幅提升成醫在檢疫、防疫的應變與決策，希望能創造「30分鐘守

護全世界」的新可能性。

此外，成大對於住在學校宿舍執行居家檢疫的學生也採用智慧化監測，跨領域團隊開發

的「溫心智慧手環」，能持續監測體溫與心跳，作為預測症狀指標。當配戴者體溫上升

時，即可藉由手機APP主動確認異常症狀並提醒主動就醫。目前除成醫超過130位醫護同

仁自願配戴智慧手環外，居家檢疫的學生、疑似病例及其家戶接觸者，也都配戴手環持

續檢測體溫。校方每周定期回收手環，再交由管理人員統一上傳數據資料至雲端平台進

行後續追蹤。

此外，載客趴趴走的計程車司機也遭遇買不到口罩的難題。台南市長黃偉哲說，全市計

程車司機約4200人，近期接獲計程車公會及工會代表反映司機也有買不到口罩的問題，

市府向中央反映，獲同意即日起每天核撥4200片口罩供司機購買，並允諾協助解決計程

車消毒用酒精缺貨問題。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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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智慧醫療 檢疫僅30分鐘

2020-02-16 00:02  聯合報  / 記者邵心杰／台南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成功大學及醫學中心團隊建構「智慧醫療

臨床決策輔助系統」，高風險病人臨床檢疫從150分鐘縮短到

30分鐘以下，同時有效降低醫護人員及病人交叉感染的風險及

所需人力。團隊昨分享經驗，希望對抗疫有所幫助。

8

成 大建構「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高風險病人臨床檢疫效率提高，並有效降低醫

護人員及病人交叉感染的風險及所需人力。記者邵心杰／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4OT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6%B0%E5%86%A0%E8%82%BA%E7%82%8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6%AB%E6%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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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說，農曆過年前成大醫院啟動新冠肺炎檢

疫站三部曲，一是在急診室外設8個高規格帳篷檢疫站，二是

結合成醫智慧醫療能量，將醫療病歷自動化，三是導入肺炎AI

輔助偵測，最後再結合疾管署提供的每日最新疫情發展，建構

出「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

成大整合前端的病歷自動化、胸部X光片人工智慧判讀肺炎、疾管署提供

的每日最新疫情發展等智慧醫療，大幅提升檢疫及防疫的應變與決策。記

者邵心杰／攝影

成大表示，該系統整合前端病歷自動化、胸部X光片人工智慧

判讀肺炎、及疾管署提供的每日最新疫情發展和即時更新臨床

決策資訊，讓檢疫篩選流程一氣呵成，病患從進入檢疫站到決

定是否需要通報住院隔離或居家檢疫觀察，也從2個半小時縮

減至不到30分鐘。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E9%86%AB%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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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孟儒表示，成醫未來1個月約需篩檢1000人次，將流程標準

化、簡易化，讓病患安心，醫護人員也能有自信執行任務。

成大對於住在學校宿舍執行居家檢疫的學生也採用智慧化監測，跨領域團

隊開發的「溫心智慧手環」能連續監測體溫與心跳，作為預測症狀指標。

記者邵心杰／攝影

同時，成大對於住在學校宿舍執行居家檢疫的學生也採用智慧

化監測，跨領域團隊開發「溫心智慧手環」，能連續監測體溫

與心跳。成大護理系主任柯乃熒說，當配戴者體溫上升時，可

以藉由手機APP主動確認異常症狀，並且提醒主動就醫。

成大醫院 新冠肺炎 疫情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E9%86%AB%E9%99%A2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6%B0%E5%86%A0%E8%82%BA%E7%82%8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6%AB%E6%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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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臨床檢疫 成醫只要30分鐘

「溫心智慧手環」，讓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者配戴，可以掌握體溫變化。 �（記者
洪瑞琴攝）

2020-02-16 05:30:00

〔記者洪瑞琴、王捷／台南報導〕中國武漢肺炎疫情嚴峻，成大醫院預計四

月前不可能退燒，繼完成急診室外高規格檢疫站後，進一步結合智慧醫療創

立臨床輔助系統，對於高風險臨床檢疫效率一舉提高五至六倍，原需要兩個

半小時縮短為不到卅分鐘，有效降低醫護人員及病患交叉感染的風險。

透過配戴手環掌握病人體溫變化

此外，成大研發另一個防疫利器「溫心智慧手環」，在發燒之前會有前期的

體表溫上升，透過配戴手環，可以立即掌握病人體溫趨勢變化，做到隨時監

測及早採取適當行動。成醫有一三○位醫護人員配戴，目前居家檢疫中的成大

港澳學生也有配戴。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2/16/10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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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長蘇慧貞、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帶領團隊昨發表這項檢疫流程及輔助

系統，科技部次長謝達斌也到場，將提供中央防疫指揮中心參考，作為全國

示範，提升醫院防疫規格，為杜絕社區感染做長期抗戰準備。沈孟儒說，檢

疫站帳棚其實是個壓力站，病患不安、醫護人員心理壓力大，所以致力讓整

個流程標準化、快速化，以阻絕感染風險。

病患使用平板電腦自主填寫病歷

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劉秉彥表示，病歷傳統紙筆填寫或口頭詢問病史，因

近距離接觸增加醫護人員與病患接觸感染風險，檢疫站納入醫療病歷自動化

系統，讓病患使用平板電腦自主填寫，上傳到電子病歷系統，現場醫護人員

即可收到相關資料做臨床決策。

劉秉彥說，檢疫站電腦系統也會即時更新中央防疫指揮中心處理流程及疫情

資訊，因應疫情變化的臨床決策不再成為壓力，病患從進入檢疫站到決定是

否需要通報住院隔離或居家檢疫觀察，可以從兩個半小時縮減為不到卅分

鐘，大幅提高檢疫效率，亦降低病患的檢疫風險暴露。

對肺炎篩檢也是武漢肺炎防疫重要環節，成醫影像醫學部醫師蔡依珊表示，

檢疫站透過「胸部Ｘ光人工智慧判讀肺炎系統模型」，導入成大醫院肺炎影

像資料，目前用於輔助一五二例疑似肺炎患者，敏感度達八十％、準確性九

十％，有助篩檢出高風險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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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平板電腦，將病歷自動化系統納入檢疫站流程，降低傳統紙本接觸感染風
險。 �（成大提供）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2/16/11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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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長蘇慧貞（右八）率領團隊，發表智慧醫療臨床輔助系統，科技部次長謝
達斌（右九）也到場，將提供中央防疫指揮中心參考。 � �（記者洪瑞琴攝）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2/16/111.jpg


2020/2/17 台南成醫科技檢疫僅30分鐘即看診/蹦新聞-蹦新聞-http://www.bon6s.com

https://www.bon6s.com/news_detail.php?NewsID=3640 1/2

台南成醫科技檢疫僅30分鐘即看診/蹦新聞
來源：蹦新聞 | 日期：2020-02-16 14:24:45 | 瀏覽次數：157

蹦新聞

蹦新聞---翁順利/台南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台南成功大學偕同成大醫院，結合智慧醫療，創立臨床輔助系統，提供平板電腦給
患者書寫病歷，資料以網路管控，由2.5小時縮短至30分鐘，有效降低醫護人員及病患交叉感染的風險。

  負擔南台灣檢疫重任的成大醫院，繼完成急診室外高規格檢疫站後，由成大校長蘇慧貞率領成醫團隊發
表高規格檢疫流程及輔助系統，將提供中央防疫中心參考示範，提升醫院防疫規格，為杜絕社區感染做
長期抗戰的準備。

  成醫指出，傳統紙筆填寫或口頭詢問病史，可能近距離接觸增加醫護人員與病患接觸感染風險，檢疫站
納入醫療病歷自動化系統，讓病患使用平板自主填寫，上傳到電子病歷系統，現場醫護人員即可收到相
關資料做臨床決策，搭配即時更新防疫中心處理流程及資訊，因應疫情變化，使得醫生的臨床決策不再
成為壓力。

  病患從進入檢疫站到決定是否需要通報住院隔離或居家檢疫觀察，可以從兩個半小時縮減到不到30分
鐘，大幅提高檢疫效率。

  檢疫站病患每天多達38人次，檢疫站透過「胸部X光人工智慧判讀肺炎系統模型」，並導入成大醫院的
肺炎影像資料，目前用於輔助152例疑似肺炎患者，敏感度達80％、準確性90％。

  成大防疫研發另一個利器是「溫心智慧手環」，基於發燒之前會有前期的體表溫上升，透過配戴手環，
可以立即掌握溫度趨勢變化，做到隨時監測及早採取適當行動。

  成大除了第1線防疫配戴溫心智慧手環，目前優先給成大港澳學生居家檢疫使用，40多位學生住宿生都
有配戴，後續將發給校外住宿居家檢疫，約60多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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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開發「溫心智慧手環」　成醫醫護人員及居
家檢疫學生配戴檢測

▲成大開發「溫心智慧手環」，手環能連續監測病患的體溫及心跳，在發燒之前，會有前期的體表

溫度上升，透過配戴手環，可以預警發燒。（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為避免疫情持續擴散，監測與預測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成大跨領域團隊與科技廠商

磐旭智能共同開發「溫心智慧手環」，手環能連續監測病患的體溫及心跳，在發燒之

前，會有前期的體表溫度上升，透過配戴手環，可以預警發燒。

成大指出，掌握溫度趨勢變化做到隨時監測、及時警覺異常，提醒及早採取適當行

動，目前成大醫院有超過130位的醫護人員自願配戴溫心智慧手環，成大目前居家檢

疫中的學生、疑似病例及其家戶接觸者，也以溫心智慧手環進行連續體溫檢測。

成大指出「溫心智慧手環」是在科技部前瞻司的支持下，由成大護理系主任柯乃熒、

成大醫院副院長柯文謙、成大感染管制中心副主任陳柏齡、成大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

莊坤達、成大資訊工程學系主任高宏宇及成大數學系副教授舒宇宸，與科技公司共同

研究開發。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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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此次抗疫中，醫院、醫學院、電機資訊學院、理學院、管理學院組成跨領

域、跨院系、跨團隊等，結合醫療資源，運用「科學」與「專業」來參與抗疫。「醫

療病歷自動化系統」由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劉秉彥帶領資訊工程師團隊，將過去１

年來在精準醫療病歷自動化系統的經驗做一無縫接軌。

「胸部X光人工智慧判讀肺炎系統模型」為成大醫院影像醫學部醫師蔡依珊帶領醫院資

訊團隊開發，電資學院孫永年教授團隊也積極參與，利用先前AI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

心計畫發展的肺結核X光片AI自動判讀模型，導入成大醫院的肺炎影像資料，雙方平行

合作，以最快速度完成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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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導入智慧醫療　提升武漢肺炎臨床檢疫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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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成功大學將多項智慧醫療整合為「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

讓高風險病人從踏入檢疫站到醫師做出臨床決策的效率，一舉提高5至6倍（原需2個半小時縮短為

不到30分鐘），同時有效降低醫護人員及病人交叉感染的風險及所需人力。

該「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包括前端的病歷

自動化，胸部X光片人工智慧輔助判讀肺炎，還有

最後再依疾管署提供的每日最新疫情發展，隨時更

新臨床決策，大大提升成大醫院在檢疫、防疫的應

變與決策。

成大對於住在學校宿舍執行居家檢疫的學生也採用

智慧化監測，跨領域團隊開發的「溫心智慧手環」

能連續監測體溫與心跳，作為預測症狀指標。當配

戴者體溫上升時，可以藉由手機APP主動確認異常症狀並提醒主動就醫。目前每個禮拜定期回收手

環，再交由管理人員統一上傳數據資料至雲端平台做後續追蹤。

成大醫院對疫情高度警戒，不因過年而有絲毫懈怠，醫院院長沈孟儒過年前即啟動成大醫院「武漢

肺炎臨床檢疫站」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在急診室外設8個高規格野戰帳篷檢疫站，做為最前線的防

疫場所，同時興建組合屋式檢疫站，提升防疫戰備規格，為未來可能有社區感染疫情做長期抗戰的

準備。

第二部曲，將科技部「成大AI人工智慧創新研究中心」暨「拔尖整合計畫」的研究成果，結合成大

醫院智慧醫療的能量，做到醫療病歷自動化。相較於傳統紙筆填寫或口頭詢問病史，近距離接觸恐

增加醫護人員與病患接觸感染風險，醫療病歷自動化系統讓病患使用平板自主填寫旅遊史、職業

史、接觸史、群聚史等病歷資料，上傳到電子病歷系統，醫護人員就能立即收到相關資料做臨床決

策，提升在檢疫站時效。

第三部曲則是導入肺炎AI輔助偵測。「胸部X光人工智慧判讀肺炎系統模型」為成大醫院AI團隊與

醫院資訊團隊開發，導入成大醫院的肺炎影像資料，目前用於輔助152例疑似武漢肺炎篩檢，敏感

度與準確性可達80%及90%。

成大醫院檢疫三部曲，最後再結合疾管署提供的每日最新疫情發展，例如防疫管制區的擴大等資

訊，整合成的「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建構於檢疫站的電腦系統，讓因應疫情變化的臨床

http://www.ctimes.com.tw/news/2020/02/16/111523870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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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不再成為醫護人員壓力。病患從進入檢疫站到決定是否需要通報住院隔離或居家檢疫觀察，也

得以從2個半小時縮減至不到30分鐘。

為避免疫情持續擴散，監測與預測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成大跨領域團隊與科技廠商磐旭智能共同

開發「溫心智慧手環」。手環能連續監測病患的體溫及心跳，在發燒之前，會有前期的體表溫度上

升，透過配戴手環，可以預警發燒。掌握溫度趨勢變化做到隨時監測、及時警覺異常，提醒及早採

取適當行動。目前成大醫院有超過130位的醫護同仁自願配戴溫心智慧手環，成大目前居家檢疫中

的學生、疑似病例及其家戶接觸者，也以溫心智慧手環進行連續體溫檢測。

在此次抗疫中，醫院、醫學院、電機資訊學院、理學院、管理學院組成跨領域、跨系院、跨團隊

等，結合醫療資源，運用「科學」與「專業」來參與抗疫。「醫療病歷自動化系統」由臨床醫學研

究中心主任劉秉彥帶領資訊工程師團隊，將過去一年來在精準醫療病歷自動化系統的經驗做一無縫

接軌。

「胸部X光人工智慧判讀肺炎系統模型」為成大醫院影像醫學部醫師蔡依珊帶領醫院資訊團隊開

發，電資學院孫永年教授團隊也積極參與，利用先前AI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計畫發展的肺結核X

光片AI自動判讀模型，導入成大醫院的肺炎影像資料，雙方平行合作，以最快速度完成。

「溫心智慧手環」是在科技部的支持下，由成大護理系主任柯乃熒、成大醫院副院長柯文謙、成大

感染管制中心副主任陳柏齡、成大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莊坤達、成大資訊工程學系主任高宏宇及成

大數學系副教授舒宇宸，與科技公司共同研究開發。

關鍵字： 新冠狀病毒  武漢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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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成大導入AI智慧醫療 大幅提升臨床檢疫效率
記者陳聖璋 / 台南報導 - 2020-02-15 16:56:23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嚴竣，成功大學結合大學醫學中心與大學資源，將多項智慧醫療整合為「智慧醫療臨床決

策輔助系統」，高風險病人從踏入檢疫站至醫師做出臨床決策，一舉提高5至6倍的效率，有效降低醫護人員及病

人交叉感染的風險與所需人力。

「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包括前端的病歷自動化、胸部X光片人工智慧輔助判讀肺炎，最後再依疾管署提

供的每日最新疫情發展，隨時更新臨床決策，大大提升成大醫院在檢疫、防疫的應變效率與決策力。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其實整個的機制在強調，長期以來投入所謂人工智慧與醫療的結合，如何從過去的基礎，

及時反映在這次疫病的挑戰。

▲成大將多項智慧醫療整合為「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有效降低醫護人員及病人交叉感染的風險與所需
人力。（圖／記者陳聖璋攝，202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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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智慧醫療臨床決策系統檢疫流程。（圖／成大醫院提供）

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指出，一所大學的醫院就是結合大學的資源，在這場疫情中，將現代科技、科學、專業，融

合於檢疫的程序，減少檢疫的流程，加速病人的動向，是為其目的。

蘇慧貞說，在效能上，可將標準流程從2-2.5小時，縮短成30分鐘，這是5-6倍以上的速率，也大幅減少民眾在檢

疫過程中遭受交叉感染的風險。

▲檢疫測試模型。（圖／成大醫院提供）

「成大醫院在未來1個月內，將會有1千人次進入檢疫站篩選」，沈孟儒說，因此，全部的流程都要標準化、簡易

化，讓病患安心，也讓醫護人員在資訊充足的情況下執行相關業務。沈孟儒強調，對未知的疾病，一定要超前布

署、阻絕境外

相較於傳統紙筆填寫或口頭詢問病史，近距離接觸恐增加醫護人員與病患接觸感染風險，醫療病歷自動化系統讓

病患使用平板自主填寫旅遊史、職業史、接觸史、群聚史等病歷資料，上傳至電子病歷系統，醫護人員就能立即

收到相關資料進行臨床決策，提升在檢疫站時效。

▲溫心智慧手環可隨時監測體溫與心跳速率。（圖／記者陳聖璋攝，2020.0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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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疾管署提供的每日最新疫情發展，整合成「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建構於檢疫站的電腦系統，讓因

應疫情變化的臨床決策不再成為醫護人員壓力；病患從進入檢疫站到決定是否需要通報住院隔離或居家檢疫觀

察，從2個半小時縮減至不到30分鐘。

為避免疫情持續擴散，監測與預測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成大跨領域開發「溫心智慧手環」。手環能連續監測病

患的體溫及心跳，在發燒之前，會有前期的體表溫度上升，透過配戴手環，可以預警發燒。

▲成大醫院運用智慧於武漢肺炎檢疫作業。（圖／成大醫院提供）

目前成大醫院有超過130位的醫護同仁自願配戴溫心智慧手環，成

大目前居家檢疫中的學生、疑似病例及其家戶接觸者，也以溫心智慧手環進行連續體溫檢測。

※【NOWnews 今日新聞】提醒您：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疾管署持續加強疫情監測與邊境管制措施，國外入境後如有發燒、咳嗽等不適症狀，請撥打

「1922」專線，或「0800-001922」，並依指示配戴口罩儘速就醫，同時主動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以利及
時診斷及通報。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GzTIcKy7fM&feature=emb_logo

https://www.no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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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篩檢！成大AI醫療　檢疫新冠肺炎僅30分

2020/02/16 14:17   小 中 大

你能想像看病就像點餐，可以拿起平板滑動點選嗎？成大醫院全面防
疫，將醫療病例自動化，提供平板電腦給病患點選，到底出現哪些症
狀？還有哪些旅遊史及接觸史，整個篩檢流程從2個半小時縮短到30
分鐘以內，大大降低醫護人員負擔，也減少傳統口頭問診的感染風
險。

工作人員vs.民眾：「有沒有發燒？那14天之內有沒有到湖北省？」

送上平板電腦，醫院的工作人員在一旁說明，讓病患自己點選相關症
狀及旅遊史、接觸史，這就是成大醫院新推出的前端病歷自動化，這
讓肺炎高風險病人的臨床檢疫時間縮短了5到6倍，也降低感染的風
險。

成大醫院發言人楊宜青：「原來我們大概整個流程大概2個半小時，
可以縮減到差不多20到30分鐘，也就是儘量能夠在30分鐘之內，把
整個這樣一個檢疫分流的動作(完成)。同時也可以減少傳統的這種口
頭問診，所造成的一些可能的感染風險。」

圖／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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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醫院及大學資源，成大導入智慧醫療，當然高使用過的平板，每
一次，都得一一仔細擦拭消毒。

工作人員：「每一個病人使用過，我們全部都是進行消毒，全部都要
溼透了就對了，讓它乾了就可以。」

除了平板點選，病歷自動化之外，還有利用胸部X光片進行人工智慧
判讀肺炎。

成大醫院發言人楊宜青：「那我們醫院大概有肺炎相關的影像資料庫

圖／TVBS

圖／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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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千筆，我們之前用了152位疑似武漢肺炎的病人去篩檢，來看看
這些人到底有哪一些有肺炎，它的準確率有達到9成。」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成大提前布局，要病患安心，也讓醫護人員
更加安全執行任務。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
time_continue=1&v=Fl7EiiGmHq8&feature=emb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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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自己填！病例自動化取代傳統口頭問診

為了防堵武漢肺炎造成院內感染，各大醫院都有因應措施，台南成大醫院運用科技來協

助，掛號時，病患用平板電腦自己填寫旅遊史，相關症狀等等，來取代傳統的口頭問診

帶來的風險.然後再把上千張的肺炎影像輸入資料庫，用AI來輔助武漢肺炎篩檢，準確
度高達90%。

民眾發燒咳嗽，來到成大醫院看診，護理人員卻拿出一台平板交給他

長長的問卷，就像在餐廳點餐一樣，民眾得自己點選，包括旅遊史，不舒服的症狀等

等，點完之後，按一下提交，資料就上傳到醫師的電腦中，等候醫師看診，這時候，護

理人員趕緊用酒精將平板仔仔細細的消毒一遍，因為病毒在平滑的表面上最容易存活。

成大醫院發言人楊宜青表示：「有效的縮短病人在檢疫站停留的時間，同時也可以減少

傳統的口頭問診，所造成的一個可能感染的風險，原來我們大概整個流程大概兩個半小

時，可以縮減到20到30分鐘。」

https://www.ftvnew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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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成大醫院為了防堵武漢肺炎疫情進入院內，出動平板，將病例自動化，不但減少醫

護與病患之間可能的飛沬傳染，也大幅縮短紙本填寫資料的時間，同時間還運用AI人工
智慧來協助判讀肺炎。

楊宜青說：「成大醫院的肺炎的影像資料庫相當的大，利用這個資料庫我們來協助疑似

武漢肺炎，確診的準確率可以高達90%。」

除此之外，還在院外完成這個組合屋檢疫站，病患從進入檢疫站到醫生做好醫療決策，

不到30分鐘，科技防疫提升效率的時間，也讓醫護人員更有保障。

（民視新聞／林俊明 台南市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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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tvnew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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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防疫三部曲 病患就診「自己點」

華視新聞 劉漢生 王美雅 謝育炘 台南報導  / 台南市

防疫再提高規格！台南成大醫院因應武漢肺炎，啟動防疫三部曲，先是在院外設立

組合屋檢疫站，第二部是將醫療病歷自動化，讓病患用平板自己寫病歷，可以縮短

5倍的時間，也能降低感染風險，最後是運用AI人工智慧輔助來判讀肺炎，篩檢準

確性高達90%。

縮時攝影記錄下成大醫院，在10天內做好的，組合屋檢疫站，因應武漢肺炎疫情，

啟動防疫三部曲，首先，高規格的檢疫站，是提前做好長期抗戰準備，第二部，醫

療病歷自動化，患者就醫，使用平板電腦，自己寫病歷點選相關症狀，旅遊史和接

觸史，醫療人員表示，周圍有沒有人有一些呼吸道症狀的？

有效縮短停留檢疫站的時間，從兩個半小時縮短到30分鐘，也能減少傳統用口頭或

紙筆問診，帶來的感染風險，醫療人員表示，每一個病人使用過，我們全部都是進

行消毒。

最後一部曲是，運用AI人工智慧輔助，判讀肺炎，篩檢準確性高達90%，成大醫院

發言人楊宜青表示，成大醫院的肺炎影像資料庫相當大，那利用這個資料庫，我們

協助疑似武漢肺炎篩檢的準確率可以高達90%。成大表示，防疫三部曲的建置，目

的就是要打造，更堅固有效率的防疫網。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分享 0
2020/02/16 20:14

讚 0 分享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v=S5c0ngcjfIE&feature=emb_logo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s%3A%2F%2Fctsnews.page.link%2FEN7HR&display=popup&ref=plugin&src=like&kid_directed_site=0&app_id=49696881714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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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武漢肺炎就診「自己點」 成大醫院降低感染風
險

成大醫院在防疫期間提出的防疫三部曲，其中將是將醫療病歷自動
化，提供平板電腦給病患點選哪裡不舒服，減少口頭問診的感染。
（記者王捷翻攝）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2/15/3069396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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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王捷／台南報導〕哪裡不舒服拿起平板自己點，看病就像在餐廳點餐

一樣簡單，這是成大醫院因應中國武漢肺炎，提出的醫療政策，在疫情期間

提供平板電腦，點選相關症狀以及旅遊史，讓病患就診時，能減少與醫護人

員的接觸時間、降低醫護人員負擔也減少傳統口頭問診感染風險。

自從1月21日台灣出現第一件武漢肺炎確診後，成大醫院防疫啟動「防疫三部

曲」，在這個星期發表首部曲，院方在短短短10天不辭辛勞趕工，在醫院外

設立8個高規格的野戰帳篷檢疫站，這是為了提升防疫戰備規格，以免未來若

發生社區感染疫情時，提前做好長期抗戰的準備。

第二部，是將醫療病歷自動化，過去病患就診，都是由醫師口頭詢問，但是

在防疫期間，院方提供平板電腦，由病患自行點選相關症狀，讓病患用平板

自己寫病歷，點選相關症狀、旅遊史及接觸史等，這樣可有效縮短病人停留

檢疫站的時間，也減少傳統用口頭問診帶來的感染風險。

最後一部曲是，使運用AI人工智慧輔助判讀肺炎，成大醫院有龐大的肺炎影

像資料庫，運用人工智慧輔助152例疑似武漢肺炎篩檢準確性高達90%。另

外，成醫會及時觀看疾管署每日公告的最新疫情，隨時調整臨床指引，運用

「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協助醫護人員做臨床決策，不只減輕來自

不同臨床科醫護人員的身心壓力，也提升效率，病患從進入檢疫站到醫師做

好醫療決策，也從兩個半小時縮減至不到30分鐘。

成醫在10天內完成組合屋檢疫站，不到3週依序完成防疫3部曲的建置，這是

成功大學與成大醫院跨院系、跨科部一起打造堅固防疫網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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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AI快篩新冠肺炎 準確率高達90%│中視新聞 20200216

 中視新聞 | 2020/02/16 11:31:08

因應新冠肺炎，成大跟成大醫院，推出防疫三部曲，首部曲，是花10天建立野戰檢疫站，
二部曲，平板填寫病歷，看診時間從2個半小時，縮短成半小時，三部曲，利用院內上千筆
肺炎資料庫，幫助疑似肺炎患者篩檢，準確高率高達90%。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
time_continue=1&v=DnIDz2xe_ww&feature=emb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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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接觸傳染 成大醫推平板自主填寫病歷

2020-2-16 (/news/catlist.asp?NewsDay=2020%2F2%2F16)   社會新聞
(/news/catlist.asp?cat=C)

防範武漢肺炎，各醫院繃緊神經，台南成大醫院，除了在急診室外設立

檢疫站，現在又祭出讓病患用平板電腦，自主填寫病歷，目的就是c要

減少醫護人員與病患近距離接觸感染風險。醫院檢疫站，納入醫療病歷

自動化系統，到院病患使用平板電腦自主填寫後上傳，現場醫護人員透

過收到的資料，從中做臨床決策，如此一來，少了過去口頭詢問病史，

也就降低近距離感染的風險；院方也說，檢疫站的電腦系統，都即時更

新中央防疫指揮中心處理流程和疫情資訊，因此，病患從進到檢疫站，

到下一步處置，可以從2個半小時，縮短到30分鐘，提高效率，也降低

病患的檢疫風險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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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科學×專業參與抗疫 成大導入智慧醫療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為對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炎)嚴竣疫情，成功大

學校長蘇慧貞領導大學校本部與附屬醫學中心整合多項智慧醫療，建制「智慧醫療臨

床決策輔助系統」，將檢疫效率一舉提高效率。蘇慧貞校長表示，期盼在疫情籠罩之

下，成大導入智慧醫療能創造30分鐘守護全世界新可能性。

科技部次長謝達斌表示，科技部向來支持成大發展智慧醫療，成大掌握最新科技動向

且不忘以人為本、落地生根，令使科技產生實質造福社會。

成大表示，原本高風險病人從踏入檢疫站到醫師做出臨床決策的時間從原本需2個半小

時，運用「科學」與「專業」參與抗疫，現在不到30分鐘即可完成，還可有效降低醫

護人員和病人交叉感染的風險以及檢疫所需人力。

校方表示，成大對於住在學校宿舍執行居家檢疫的學生也採用智慧化監測，跨領域團

隊開發「智慧手環」能連續監測體溫與心跳，作為預測症狀指標；當配戴者體溫上升

時，可以藉由手機APP主動確認異常症狀並提醒主動就醫；目前每個禮拜定期回收手

環，再交由管理人員統一上傳數據資料至雲端平台做後續追蹤。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院長沈延盛表示，成大在住校居家檢疫的措施周全嚴謹，可謂全台楷模。

為避免疫情持續擴散，監測與預測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成大目前居家檢疫中的學

生、疑似病例及其家戶接觸者，也以智慧手環進行連續體溫檢測。

勁報 2020/02/15 18:10(1天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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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表示，在此次抗疫中，本校電機資訊學院、理學院、管理學院與醫院、醫學院、

組成跨領域、跨院系、跨團隊等，結合醫療資源，運用「科學」與「專業」來參與抗

疫；「醫療病歷自動化系統」由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劉秉彥帶領資訊工程師團隊，

將過去1年來在精準醫療病歷自動化系統經驗做一無縫接軌。

成大表示，智慧手環是在科技部前瞻司支持下，由成大護理系主任柯乃熒、成大醫院

副院長柯文謙、成大感染管制中心副主任陳柏齡、成大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莊坤達、

成大資訊工程學系主任高宏宇、成大數學系副教授舒宇宸，與科技公司共同研究開

發。(于郁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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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導入智慧醫療　提升武漢肺炎臨床檢疫效

率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0-02-16 06:16

對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嚴竣疫情，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領導大學校本部與附屬

醫學中心整合多項智慧醫療，建制「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將檢疫效

率一舉提高5至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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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高風險病人從踏入檢疫站到醫師做出臨床決策的時間需2個半小時，現在

只需不到30分鐘即可完成，還可有效降低醫護人員和病人交叉感染的風險以及

檢疫所需人力。

同時，成大跨域團隊也以「溫心智慧手環」協助落實居家檢疫的政策，醫學院

院長沈延盛與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咸表示，自疫情來襲，成大與成醫即刻動員

進行防疫，是項智慧醫療系統的建制將令檢疫工作更為迅速確實。

科技部向來支持成大發展智慧醫療，科技部次長謝達斌表示，成大掌握最新科

技動向且不忘以人為本、落地生根，令使科技產生實質造福社會。

成大對於住在學校宿舍執行居家檢疫的學生也採用智慧化監測，跨領域團隊開

發的「溫心智慧手環」能連續監測體溫與心跳，作為預測症狀指標。

成大醫院對疫情高度警戒，不因過年而有絲毫懈怠，醫院院長沈孟儒過年前即

啟動成大醫院「武漢肺炎臨床檢疫站」三部曲，最後再結合疾管署提供的每日

最新疫情發展，例如防疫管制區的擴大等資訊，整合成的「智慧醫療臨床決策

輔助系統」，建構於檢疫站的電腦系統，讓因應疫情變化的臨床決策不再成為

醫護人員壓力。

目前成大醫院有超過130位的醫護同仁自願配戴溫心智慧手環，「胸部X光人

工智慧判讀肺炎系統模型」為成大醫院影像醫學部醫師蔡依珊帶領醫院資訊團

隊開發，電資學院孫永年教授團隊也積極參與，利用先前AI生技醫療創新研究

中心計畫發展的肺結核X光片AI自動判讀模型，導入成大醫院的肺炎影像資

料，雙方平行合作，以最快速度完成。

「溫心智慧手環」是在科技部前瞻司的支持下，由成大護理系主任柯乃熒、成

大醫院副院長柯文謙、成大感染管制中心副主任陳柏齡、成大資訊工程學系副

教授莊坤達、成大資訊工程學系主任高宏宇及成大數學系副教授舒宇宸，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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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公司共同研究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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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防疫　成醫提升新冠肺炎臨床檢疫效率
30分鐘即可完成

▲成大智慧醫療防疫，成醫提升新冠肺炎臨床檢疫效率30分鐘即可完成。（圖／記者林悅翻攝，下

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為對抗新冠肺炎嚴竣疫情，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領導大學校本部與成大醫院，整合多

項智慧醫療，建制「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將檢疫效率一舉提高5、6倍檢，

2個半小時，大幅縮短至30分鐘，成效斐然。

成大指出，原本新冠肺炎高風險病人，從踏入檢疫站到醫師做出臨床決策的時間從原

本需2個半小時，到不到30分鐘即可完成，可有效降低醫護人員和病人交叉感染的風

險以及檢疫所需人力。

同時，成大跨域團隊也以「溫心智慧手環」協助落實居家檢疫的政策。蘇慧貞校長期

盼在疫情籠罩之下，成大導入智慧醫療創造30分鐘守護全世界的新可能性。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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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院長沈延盛與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咸表示，自疫情來襲，成大與成醫即刻動員

進行防疫，是項智慧醫療系統的建制將令檢疫工作更為迅速確實。

科技部向來支持成大發展智慧醫療，科技部次長謝達斌表示，成大掌握最新科技動向

且不忘以人為本、落地生根，令使科技產生實質造福社會。

「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包括前端的病歷自動化，胸部X光片人工智慧輔助判讀

肺炎，還有最後再依疾管署提供的每日最新疫情發展，隨時更新臨床決策，大大提升

成大醫院在檢疫、防疫的應變與決策。

成大對於住在學校宿舍執行居家檢疫的學生也採用智慧化監測，跨領域團隊開發的

「溫心智慧手環」能連續監測體溫與心跳，作為預測症狀指標。當配戴者體溫上升

時，可以藉由手機APP主動確認異常症狀並提醒主動就醫。目前每個禮拜定期回收手

環，再交由管理人員統一上傳數據資料至雲端平台做後續追蹤。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

盛表示，成大在住校居家檢疫的措施周全嚴謹，可謂全台楷模。

成大醫院對疫情高度警戒，不因過年而有絲毫懈怠，醫院院長沈孟儒過年前即啟動成

大醫院「新冠肺炎臨床檢疫站」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在急診室外設8個高規格野戰帳篷

檢疫站，做為最前線的防疫場所，同時興建組合屋式檢疫站，提升防疫戰備規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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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可能有社區感染疫情做長期抗戰的準備。沈孟儒說，防疫帳篷其實是一個壓力

站，病患不安、醫護人員心理壓力大，所以醫院致力讓整個流程標準化、快速化，以

阻絕感染風險。

第二部曲將科技部「成大AI人工智慧創新研究中心」暨「拔尖整合計畫」的研究成

果，結合成大醫院智慧醫療的能量，做到醫療病歷自動化。相較於傳統紙筆填寫或口

頭詢問病史，近距離接觸恐增加醫護人員與病患接觸感染風險，醫療病歷自動化系統

讓病患使用平板自主填寫旅遊史、職業史、接觸史、群聚史等病歷資料，上傳到電子

病歷系統，醫護人員就能立即收到相關資料做臨床決策，每次平板使用過後，就會以

酒精消毒，降低交叉感染風險也提升檢疫站時效。

第三部曲則是導入肺炎AI輔助偵測。「胸部X光人工智慧判讀肺炎系統模型」為成大醫

院AI團隊與醫院資訊團隊開發，導入成大醫院的肺炎影像資料，目前用於輔助152例疑

似新冠肺炎篩檢，敏感度與準確性可達80％及90％。

成大醫院檢疫三部曲，最後再結合疾管署提供的每日最新疫情發展，例如防疫管制區

的擴大等資訊，整合成的「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建構於檢疫站的電腦系

統，讓因應疫情變化的臨床決策不再成為醫護人員壓力。病患從進入檢疫站到醫師決

定是否需要通報住院隔離或居家檢疫觀察，也得以從2個半小時縮減至不到30分鐘。



2020/2/17 沒有系所！ 成大智慧運算學院將與企業合作培育AI人才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070158 1/2

沒有系所！ 成大智慧運算學院將與企業合作培育
AI人才

成大副校長吳誠文表示，智慧運算學院將與企業合作，開辦碩博士班的學位學
程，培養符合社會發展及產業需求的AI人才。（記者劉婉君攝）

2020-02-16 22:20:35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AI人工智慧被廣泛運用在各領域，國立成功大學

將成立智慧運算學院，預計明年開始招生。副校長吳誠文表示，智慧運算學

院沒有系所，將與企業合作，以學位學程方式，培育符合社會發展快速改變

下所需要的AI人才。

吳誠文表示，智慧運算學院重要的工作就是把AI運用、技術發展系統化，是

一個沒有系所，軟性的學院，因為大學學系的系所一旦設立，就很難改變，

但社會的發展又變動得非常快速，因此，藉由學位學程，讓修讀較有彈性，

課程可也隨著社會需求變化，培養適應新的社會發展的人才。

企業與成大合作的碩博士學位學程，可以針對一個公司或多個公司，以公司

型態需要的人才去做，讓學生在學校期間就能用AI先進的運算方法，協助解

決產業實際已經發生的問題，或未來幾年馬上要做的，既能完成論文後取得

學位，產業問題也可以解決，縮小學用落差。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2/16/3070158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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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位學程則採不分系方式，另外也將與成大既有的9個學院辦理學分學

程，讓學生學會AI的知識和工具運用，也對自己修讀領域的產業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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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蟬聯6年冠軍！企業「最愛大學生」Top20
揭曉...清大稱霸理工分榜

▲遠見今日發佈2020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榜。（圖／示意圖／pixabay）

文／遠見雜誌

《遠見》今（17）日發佈「2020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榜」，以及「18學群起薪十年趨

勢變化大數據報告」。清華大學首度拿下理工類的三項分榜榜首，與政治大學並列理

組、文組的雙霸天。在總榜部分，台灣科技大學帶領共5所科大搶進前20，技職進榜

比例占前20大的1/4，創下歷史新高。《遠見》並進一步探究18學群畢業生起薪的

「十年變化」，教育相關科系成長率最高，十年多了5000元，漲幅高達21.7%。 

企業連六年最愛成大畢業生 台大蟬聯亞軍

《遠見》多年來持續針對台灣上市櫃公司人資與招聘單位主管進行「企業最愛大學生

評價調查」，今年共邀請1676家上市櫃企業參與調查，完成513份有效問卷，回函率

高達三成以上。除了請企業人資選出畢業生表現最佳的前三名大學，並深入探詢企業

去年的人才招募狀況與需求，以及招聘時最看重哪些人才經歷與特質。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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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除了以「校」為單位，進行「大學整體」「國立」「私立」「技職」不同排名，

也依據「產業領域」，區分為文法商類、理工類及民生類，共三大類9個分榜。

綜觀企業最愛前20所大學，依然由成功大學和台灣大學蟬聯冠亞軍，成大創下《遠

見》此一調查六連霸，是南台灣排名最佳的研究型大學。台科大從北科大手中奪回季

軍，同時回到技職龍頭。私立則以淡江大學排名第8為最佳。

技職進榜比例1/4 創歷屆新高

今年有5所工專升級的科技大學搶進「企業最愛大學生」前20名，包括第三名的台灣

科技大學、第五名的台北科技大學、第九名的高雄科技大學、第16名的雲林科技大

學，以及第18名的私立龍華科技大學，比例創《遠見》調查新高（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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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最愛大學生Top20。（圖／遠見雜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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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私立龍華科大連續兩年打進總榜前20名，贏過中字輩的國立大學及老牌私立名

校，翻轉了「技職不如大學」「私立不如國立」的刻板印象。

清大榮登最受理工類企業歡迎大學

從分榜來看各產業領域企業主最愛大學，清大拿下理工類「數理化」、「資訊」、

「工程」三領域榜首（表2）。

▲清大拿下理工類「數理化」、「資訊」、「工程」三領域榜首。（圖／遠見雜誌提供）

過去，以基礎科學為主的「數理化」分榜，多由台大拿下冠軍，「工程」分榜是成大

奪冠，清大多半位列第二或三名。今年，清大不只甩開「資訊」和「工程」領域的長

年對手交大和成大，在「數理化」也與台大並列第一，同時在三大分榜稱霸，成為國

內科技、製造、工程、資訊類企業一致認定的「理工類最受歡迎大學」。

文法商類「社會人文」「法政」「商管」分榜，則由政大第二年奪得三榜冠軍，台大

包辦三榜亞軍。「觀光休閒」由高雄餐旅大學蟬連榜首。

教育學群成長潛力最高 起薪十年漲5000元

學校影響企業選才偏好，科系也是決定薪資的要素。《遠見》2019年9月曾與104人力

銀行合作，首度公開「18學群起薪大數據報告」，以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對全國大

學科系做的學群分類為依據，根據社會新鮮人畢業或役畢後第一份正職工作的月薪資

料，揭露各學群畢業生起薪數字。

今年，《遠見》與104人力銀行進一步探究18學群畢業生起薪的「十年變化」。結果

發現，起薪最高的仍是醫療衛生、資訊、工程、財經等學群。但若看十年變化，十年

薪資成長幅度最高的是教育相關科系，畢業生起薪十年多了5000元，漲幅高達21.7%

（表3）。

https://cdn2.ettoday.net/images/4706/470648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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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薪資成長幅度最高的是教育相關科系。（圖／遠見雜誌）

104人力銀行統計，2009年教育學群畢業生在18學群中的起薪平均數和中位數都是最

低，薪資中位數只有2萬3000元，但隨著學生體會到「當老師」不再是出路保障，藉

由第二專長尋找教育在其他產業的新可能，帶動教育學群畢業生的起薪，逐年走高。

至於漲幅最少的是地球科學學群，漲幅僅3.6%，和十年前比較，起薪只多1000元；當

紅的「工程學群」，看似整體十年起薪只多2000元，增幅僅7.1%，實因各校學生程度

落差懸殊，導致薪資走向兩極化；傳統印象中薪資不高、職缺不多的「文史哲」和

「藝術」學群，在新興產業的需求其實很大，薪資不悲觀，十年起薪增加3000元，漲

幅12%，與「生科」「生資」「管理」「遊憩」並列第七。

【調查說明】

執行單位：遠見研究調查

調查方式：電話邀請上市櫃企業代表，自填網路問卷

調查對象：1676家上市櫃企業

樣本規模：完訪513份，回覆率30.61%

調查時間：2019年11月18日至2019年12月16日

https://cdn2.ettoday.net/images/4706/470648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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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疫情擴散 成大防空窗期
2020-02-17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為防範武漢炎疫情擴散，成功大學除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資

訊平台專區，更要求全校教職員工師生及臨時工都要上網填寫健康關懷

問卷，而且在二月中及二月底之前各要填寫一次，以避免疫情傳染可能

的空窗期。

 成大表示，除了要求全校教職員與學生都要詳實填寫健康問卷外，另

外也有針對校外人士出席校園活動者開發手機版健康關懷問卷填報系

統，像日前的碩士班考生就都透過該系統填寫健康問卷。

 校方並請成大醫學中心教授、醫師、感管師錄製簡明易懂的宣導短

片，教導正確防疫常識與觀念，期盼師生大眾沉著應變，以落實個人衛

生的方式，共同築起抗疫防線。

 感管師吳宛靜提醒正確戴口罩方法，洗完手後再拿乾淨的新口罩，戴

上後要先把鼻樑片壓緊，鼻子、嘴巴都要在口罩裡，脫掉口罩時抓著兩

邊綁帶（不要摸口罩表面）把口罩取下丟掉，再去做手部衛生與洗手。

 吳宛靜也呼籲確實搓洗乾淨（內外夾弓大立腕）、擦乾，正確的洗

手，才能降低傳染機會。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1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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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新型儲熱系統效率高
2020-02-17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致力於能源領域的研究的成大航太系特聘教授陳維新，在教育部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經費補助之下，組織並整合一跨領域研究團隊，包括機械

系吳明勳教授、材料系林士剛教授、航太系闕志哲教授以及金屬工業研

究發展中心的研究人員，結合不同領域之專長，發展出高效率熱交換器

且具備儲存熱能之新型儲熱系統，並成功應用於地熱溫泉的水溫調節。

 陳維新教授領導的跨領域團隊，研發出新型儲熱系統，此系統結合現

今最新概念之印刷式層版熱交換器與相變化材料，以特殊技術於真空高

溫環境下加壓，大幅縮減系統設備面積，建構出同時具高耐溫、耐壓特

性的高熱交換效率之熱交換器。

 目前國內溫泉業者主要擷取溫泉井口高溫的溫泉水導入飯店溫泉儲槽

進行儲存運用，在傳統使用上，通常需要經過長時間自然冷卻或混入常

溫水，才能調整成適用水溫，調節過程容易浪費大量熱能。但若應用此

新型儲熱系統則可以透過快速調節水溫，減少熱能浪費，在調節水溫過

程還能儲存熱量，加強整體系統的節能效益。

 團隊未來研究發展方向著重在將此儲能系統規格放大或提高儲熱溫

度，並依據「削峰填谷」的概念，進一步協助業者進行電力調節。在低

用電時段將熱儲存，待高用電或斷電時段，再透過熱交換方式將儲存的

熱量轉換成電力，以達到在高峰用電量時段，進行電力調解與節能的目

標。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1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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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港澳生遠距上課 各校出奇招

2020-02-17 00:39  聯合報  / 記者馮靖惠／台北報導

學習不中斷。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淡江大學近七百名陸港澳學

生無法來台，淡大與微軟公司合作提供陸港澳學生融合現場與

遠距教學的上課模式；成功大學同步線上教學則是徵求學生擔

任「直播天使」；台灣大學更加開線上諮詢服務，支應「小老

師」輔導費。

台 大建議採「非同步遠距教學」，教師授課錄影，提供學生 上 網觀看。  圖／聯合報系資

料照片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cwODM=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6%B0%E5%86%A0%E8%82%BA%E7%82%8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6%AB%E6%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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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大說，近七百名無法來台的陸港澳學生，分布於兩千多門課

程中。學校已規畫安心就學措拖，與微軟公司合作，以iClass

行動學習平台搭配，由微軟提供的Microsoft Teams系統軟體

與雲端資源，全面提供陸港澳學生融合現場與遠距教學的上課

模式，讓所有學生經由手機或電腦在家同步修課，讓應屆畢業

生都得以順利畢業並銜接後續深造和就業。

成大也規畫「同步線上學習」，強化提供或協助授課教師使用

錄影設備或線上通訊平台，同步上課及互動，提供同步學習課

程，並且徵求「直播天使」協助課程直播，增加收播點，受影

響學生可藉同學協助直接同步學習。

世新說，已建置全新雲端數位學習中心（VDI），可讓中港澳

學生不受空間限制，於課堂時間同步進入學校網路環境，教師

可以Facebook或Youtube直播等方式線上授課，而透過VDI系

統，陸港澳生可不受區域防火牆限制，即時參與課程，並於課

後重複觀看教學內容。至於論文口試，也可採取視訊口試，協

助同學順利完成學業。

實踐大學校長陳振貴說，將召開專兼任教師數位教材製作講習

會，由各系主任負責，督導全系專兼任老師個別協助陸港澳未

能回台的學生，以微信及非同步線上教學指導學生學習，實作

課程學生可將作品先上傳繳交作業，其餘等疫情結束或暑假再

利用暑修實施補救教學。

台大則是建議老師採「非同步遠距教學」，教師將授課內容錄

下，課後上傳課程影片，提供修課學生上網觀看，也會在既有

的學習諮詢服務中 ，加開線上諮詢服務，並支應小老師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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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也將由教師依學生需求客製一對一輔導計畫、招聘課輔小

老師，請小老師與學生協調線上輔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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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生返台 校方促別在港澳轉機

2020-02-17 00:43  聯合報  / 記者馮靖惠／台北報導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陸港澳生都已暫緩來台，各大學現在轉向

處理歐美等國外籍學生的返台事宜。但外籍生若要回台，在陸

港澳地區轉機，必須自我居家檢疫十四天，各校近日積極聯繫

外籍生快改機票，避免轉機。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陸港澳生都已暫緩來 台 。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cwODM=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4%96%E7%B1%8D%E7%94%9F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BD%89%E6%A9%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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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科大校長廖慶榮說，根據目前聯絡狀況，外籍學位生大部分

在東南亞，本來就不大會在香港轉機，比較沒有問題。少數會

轉機的外籍生正在改票，如果還是會經過香港轉機，學校的隔

離房間仍可安排。

世新大學校長吳永乾也說，世新有很多馬來西亞學生，大部分

是直飛，沒有轉機問題。有轉機考量的是來自美國、法國等其

他國家的交換生，下學期有四十三人，已建議不要在香港轉

機。

如有個案發生，就目前擁有八十五間一人一房隔離房數量而

言，足以應付需求。

清華大學學務長王俊程說，已緊急聯繫外籍學生，建議他們不

要在香港轉機。實踐大學校長陳振貴說，已全面通知國際生、

僑生來台不要在中港澳轉機，目前只有一名工設系歐洲學生因

換機不成，仍然要從香港轉機，該生回覆會在親戚家接受居家

檢疫。

成功大學主秘李俊璋說，目前可連絡到約七成學生都不會經由

港澳轉機。大同大學主秘李清坤說，一人一室的隔離房已備

便，因中港澳學生現階段不能來台，萬一其他外籍生有需求，

可足敷所需。台師大說，目前查經中港澳轉機需檢疫隔離的外

籍生、僑生及交換生人數僅個位數。

轉機 香港 外籍生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A6%99%E6%B8%AF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BD%89%E6%A9%9F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A6%99%E6%B8%AF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4%96%E7%B1%8D%E7%9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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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長黃偉哲視察成大醫院的負壓隔離病房。（成大醫院提供／程炳璋台南傳真）

疫情又升溫！黃偉哲視察成大醫院 期待更有效篩檢方式
中時 程炳璋13:14 2020/02/17

台南市長黃偉哲贈送成大醫院3萬片口罩。（台南市政府提供／程炳璋台南傳真）

新冠肺炎在台灣出現死亡病例，全台防疫神經緊繃，台南市長黃偉哲17日視察成大醫院

負壓隔離病房與發燒篩檢站，贈送3萬片口罩，認為固定篩檢模式擋不住新病毒，期待有

更有效的篩檢方法。

成大醫院是台南市重要的大型醫療機構，黃偉哲17日前往視察，為醫護人員加油打氣，

並將中央配發的3萬片醫療口罩送至成醫。台南市衛生局強調，口罩優先供應第一線醫護

人員。

成大醫院以3步驟防疫，包括「野戰帳篷檢疫站」，避免高風險患者進院區、「醫療病歷

自動化」，有效減少傳統用口頭問診帶來的感染風險。「人工智慧輔助判讀肺炎」，運

用人工智慧以龐大肺炎影像資料庫篩檢新冠肺炎，準確性高達90％。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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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哲視察成大醫院的負壓隔離病房與發燒篩檢站，他提到病毒不斷改變，新冠肺炎的

病毒與17年前的SARS病毒已不同，防疫視同作戰，雖然台灣感染管控經驗與設備不斷精

進，面對不同的敵人，固定的篩檢模式已難以抵檔，必須有更有效的篩檢方式，努力讓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黃偉哲表示，看到醫院、機場與港口過去習慣用發燒篩檢，現在發現發燒篩檢還是不

夠，台灣有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都不是發燒篩檢檢測出來，所以只用發燒做為一個症候，

顯然不夠，期待能有一個症狀前的有效偵測篩檢，將疫情守護下來。

(中時 )

#新冠肺炎 #台灣 #武漢肺炎 #新型冠狀病毒 #篩檢 #肺炎 #醫院 #黃偉哲 #成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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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黃偉哲市長視察成大醫院 了解院方防疫整備情況

2020-02-17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黃偉哲 武漢肺炎 成大醫院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升溫，臺南市黃偉哲市長在衛生局陳怡局長等人陪同下，視察成大醫
院，以瞭解院方對於發燒篩檢、病患分流及防疫物資儲備等防疫整備應變情形。
 

現場將撥用的口罩提供予成大的醫護團隊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9%BB%83%E5%81%89%E5%93%B2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AD%A6%E6%BC%A2%E8%82%BA%E7%82%8E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A4%A7%E9%86%AB%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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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市長表示，成大醫院對每位進入醫院的人員會經紅外線體溫監測且透過健保卡進行出
入境查詢，並對疑似個案進行必要的隔離措施，防疫措施非常完善。此次視察也是希望
瞭解醫院整備情形，讓市民安心不用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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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哲視察防疫整備　對成醫的防疫三部曲表示
肯定

▲台南市長黃偉哲視察成大醫院防疫整備，成大醫院啟動「冠新肺炎（武漢肺炎）臨床檢疫站」防

疫三部曲表示肯定。（圖／記者林悅翻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冠新肺炎（武漢肺炎）防疫進入最關鍵時期，市長黃偉哲17日上午視察成大醫院防疫

整備，並致贈防疫口罩，他對成大醫院透過「阻絕境外」、「超前部署」的戰略規

劃，啟動「冠新肺炎臨床檢疫站」防疫三部曲表示肯定；黃偉哲市長也向站在防疫最

前線、辛苦的醫護工作人員加油打氣，並代表市民表達謝意。

成大醫院從1月21日台灣第一例冠新肺炎（武漢肺炎）確診後，隔天一早院長沈孟儒

即召開緊急應變會議，並成立緊急應變中心，至今已連續27天每天上午7時半召開應

變會議，在院長指揮下由副院長輪值坐鎮統籌所有人力、設備、物資及訊息，並即時

回應各單位的需求。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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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哲市長首站先到緊急應變中心，了解應變中心的運作機制與狀況，聽取成大醫院

說明有關武漢肺炎防疫整備：防疫三部曲。成大醫院防疫首部曲，是在急診室外設立8

個高規格「野戰帳篷檢疫站」，避免高風險患者進院區；同時興建「組合屋式檢疫

站」，提升防疫戰備規格，因應萬一發生社區感染疫情時，提前做好長期抗戰的準

備。

第二部曲是「醫療病歷自動化」，讓病患自己用平板寫病歷，點選相關症狀、旅遊史

及接觸史等，有效縮短病人停留檢疫站的時間，也減少傳統用口頭問診帶來的感染風

險。

第三部曲是運用「人工智慧輔助判讀肺炎」，以成大醫院擁有的龐大肺炎影像資料

庫，運用人工智慧輔助疑似武漢肺炎的篩檢，準確性高達90％。

透過這防疫三部曲，即時因應疾管署每日公告之最新疫情及隨時調整的臨床指引，運

用「智慧醫療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協助醫護人員做臨床決策，不只減輕來自不同臨

床科醫護人員的身心壓力，病患從進入檢疫站到醫師做好醫療決策，也從2.5小時縮減

至不到30分鐘。

隨後，黃偉哲也視導門禁管制、隔離病房及檢疫站的運作情形，並為所有醫護及相關

工作人員加油打氣；檢疫站站長陳柏齡醫師解說檢疫站的規劃、設置與運作方式，黃

偉哲市長巡視檢疫站周邊，並於窗外向站內醫護人員問候及加油打氣。

黃偉哲市長最後也請沈孟儒院長代表他，以「謝謝成大醫院同仁辛苦地站在防疫的前

線，以保護市民的健康，也請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健康。」等語，向全院人員表達市府

及市民的感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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