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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長蘇慧貞（左）與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那原
道簽署CSAT交流合作協議。

強化臺美高教國際移動力 成大簽署CSAT交流合作協議
／

2021/1/14

 【記者孫紹逸／南市報導】國立成

功大學與學術交流基金會（臺灣傅爾

布萊特） 1月13日簽署「臺美高教聯

盟（CSAT）交流合作協議」。由成大

校長蘇慧貞與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

那 原 道 （ Dr. Randall Nadeau,

Executive Director）代表簽署。學術

交流基金會將引薦美籍學生到成大校

院進行多元交流與專業學習；推廣臺灣文化的同時，也促進臺美雙邊高等教育未來

的發展與合作契機。
 

 成大國際事務處指出，透過CSAT臺美高教聯盟平台，美國各大學的學生皆能按照

自己主修學系的課程需求，申請來成大進行學期交流計畫、參與短期課程營隊，來

成大與校內學生一同學習，或是選擇成大華語課程，參與文化體驗及參訪活動。
 

 蘇慧貞感謝並肯定學術交流基金會多年來在加強臺美雙邊學術與教育交流不遺餘

力，高度期待雙方在臺美高教聯盟（CSAT）計畫下的合作，希望透過更廣泛的非學

位生的交流，讓美國學生有機會來成大就讀，探究更真實動人的臺灣印象，也讓臺

美雙方學子建立跨越疆界的友誼。
 

 那原道表示，臺美高教聯盟的執行模式更具廣度與彈性，臺美高教聯盟將引薦期

待探索世界的美國學生來臺學習，同時讓臺灣學生有更多機會與美國學生交流，接

受來自西方多元文化的刺激。
 

 那原道2011年曾擔任成大歷史系客座教授、2014年傅爾布萊特訪臺資深學者，也

是東海大學國際學院創院院長，並主持數個橫跨亞洲太平洋區域的海外探索學習計

畫。
 

 出席簽約儀式的成大觀禮來賓包括：國際長王筱雯、副國際長莊文魁、副國際李

約亨、文學院院長陳玉女、文學院副院長暨華語中心主任高實玫、創意產業設計研

究所所長劉世南、能源工程國際碩士學程所長呂宗行，以及三位成大傅爾布萊特學

者，分別為經濟學系教授陳奕奇、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呂宗學、體育與健康休閒研

究所副教授周學雯。
 

 目前全球傅爾布萊特計畫共誕生出60位諾貝爾獎得主、86位普立茲獎得主、75位

麥克阿瑟獎得主以及37名各國政府高級官員，並獎助超過兩千餘名學術專業人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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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臺美兩地進行學術研究以及文化交流事務。成功大學與學術交流基金會實質

交流始於1960年代，迄今共計有21位美國資深學者來訪，41位成大資深學者赴美交

換。除臺美雙邊學者交換，2014年亦啟動成大傅爾布萊特獎學金計畫，提供獎學金

給美籍優秀學生來成大攻讀能源工程國際碩士學程與創意產業設計碩士學位。



2021/1/14 強化臺美高教國際移動力 成大簽署CSAT交流合作協議 – 府城人語新聞網

https://tainantalk.com/20210113-12/ 1/3

綜合

強化臺美高教國際移動力 成大簽署CSAT交流合作協議
Posted By: TainanTalk  一月 13, 2021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國立成功大學與學術交流基金會（臺灣傅爾布萊特）1月13日簽署「臺美高教聯盟（CSAT）交流合作協議」。由成大校長蘇
慧貞與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那原道（Dr. Randall Nadeau, Executive Director）代表簽署。學術交流基金會將引薦美籍學生到成大校院進行多元交
流與專業學習；推廣臺灣文化的同時，也促進臺美雙邊高等教育未來的發展與合作契機。

（圖說）成大校長蘇慧貞（左）與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那原道（右）簽署CSAT交流合作協議。（記者鄭德政攝） 
成大國際事務處指出，透過CSAT臺美高教聯盟平台，美國各大學的學生皆能按照自己主修學系的課程需求，申請來成大進行學期交流計畫、參與短
期課程營隊，來成大與校內學生一同學習，或是選擇成大華語課程，參與文化體驗及參訪活動。
成大校長蘇慧貞感謝並肯定學術交流基金會多年來在加強臺美雙邊學術與教育交流不遺餘力，高度期待雙方在臺美高教聯盟（CSAT）計畫下的合
作，希望透過更廣泛的非學位生的交流，讓美國學生有機會來成大就讀，探究更真實動人的臺灣印象，也讓臺美雙方學子建立跨越疆界的友誼。

（圖說）強化臺美高教國際移動力，成大校長蘇慧貞（左）與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那原道（右）簽署CSAT交流合作協議。（記者鄭德政攝） 
那原道表示，臺美高教聯盟的執行模式更具廣度與彈性，臺美高教聯盟將引薦期待探索世界的美國學生來臺學習，同時讓臺灣學生有更多機會與美國
學生交流，接受來自西方多元文化的刺激。
那原道2011年曾擔任成大歷史系客座教授、2014年傅爾布萊特訪臺資深學者，也是東海大學國際學院創院院長，並主持數個橫跨亞洲太平洋區域的
海外探索學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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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大CSAT合作協議納入非學位生交流，讓美國學生有機會來成大就讀。（記者鄭德政攝） 
出席簽約儀式的成大觀禮來賓包括：國際長王筱雯、副國際長莊文魁、副國際長李約亨、文學院院長陳玉女、文學院副院長暨華語中心主任高實玫、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所長劉世南、能源工程國際碩士學程所長呂宗行，以及三位成大傅爾布萊特學者，分別為經濟學系教授陳奕奇、公共衛生研究所
教授呂宗學、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副教授周學雯。
目前全球傅爾布萊特計畫共誕生60位諾貝爾獎得主、86位普立茲獎得主、75位麥克阿瑟獎得主以及37名各國政府高級官員，並獎助超過兩千餘名學
術專業人士與學生於臺美兩地進行學術研究及文化交流事務。成功大學與學術交流基金會實質交流始於1960年代，迄今共計有21位美國資深學者來
訪，41位成大資深學者赴美交換。除臺美雙邊學者交換，2014年亦啟動成大傅爾布萊特獎學金計畫，提供獎學金給美籍優秀學生來成大攻讀能源工
程國際碩士學程與創意產業設計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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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台美交流 成大簽署協議
2021-01-13

成大十三日與台灣傅爾布萊特學術交流基金會簽署台美高教聯盟CSAT交流合作協議，由成大校長
蘇慧貞（左）、台灣傅爾布萊特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那原道（右）代表簽署。     （記者羅玉如
攝）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成大十三日與台灣傅爾布萊特學術交流基金會簽署台美高教聯盟CSAT交流合作協議。未來台美高教聯盟將引薦期待探索世界的美國學生來台學習，

同時台灣學生也有更多機會與美國學生交流，接受來自西方多元文化的刺激。

合作協議由成大校長蘇慧貞、台灣傅爾布萊特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那原道代表簽署。蘇慧貞表示，透過更廣泛的非學位生交流，讓美國學生有機會

來成大就讀，探究更真實的台灣印象。那原道強調，台美高教聯盟的執行模式更具廣度和彈性。

成大國際事務處指出，透過台美高教聯盟平台，美國各大學的學生皆能按照自己主修學系的課程需求，申請來成大進行學期交流計畫，參與短期課程

營隊，與成大學生一同學習。也可選擇成大華語課程，參與文化體驗、加入參訪活動。

那原道曾於二０一一年擔任成大歷史系客座教授，二０一四年出任傅爾布萊特訪台資深學者，也是東海大學國際學院創院院長，並主持數個橫跨亞洲

太平洋區域的海外探索學習計畫。

全球傅爾布萊特計畫誕生出六十位諾貝爾獎得主，八十六位普立茲獎得主，七十五名麥克阿瑟獎得主，還有三十七名各國政府高級官員。另獎助兩千

餘名學術專業人士及學生，於台美兩地進行學術研究和文化交流事務。

成大與學術交流基金會實質交流始於一九六０年代，迄今有二十一位美國資深學者來訪，四十一名成大資深學者赴美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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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台美教育合作 成大和學術交流基金會簽署
協議
最新更新：2021/01/13 16:41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左）與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那原道（右）13日簽署台美高教聯盟
（CSAT）交流合作協議，未來將促進台美雙邊高等教育的發展及合作。（成功大學提供）中央社記者
張榮祥台南傳真 110年1月13日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3日電）國立成功大學與學術交流基金會今天簽署台美高

教聯盟（CSAT）交流合作協議，未來基金會將引薦美籍學生到成大進行交流及學

習，促進台美雙邊高等教育的發展及合作。

台美高教聯盟交流合作協議今天在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簽署，由成大校長蘇

慧貞和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那原道（Dr.Randall Nadeau,Executive Director）代

表簽署。

蘇慧貞肯定學術交流基金會多年來加強台美雙邊學術與教育交流，她期待雙方在台美

高教聯盟計畫下，透過更廣泛的非學位生交流，讓美國學生有機會到成大就讀，探究

真實的台灣印象，也讓台美雙方學子建立跨越疆界的友誼。

那原道表示，台美高教聯盟的執行模式具有廣度與彈性，台美高教聯盟將引薦期待探

索世界的美國學生來台學習，同時讓台灣學生有更多機會和美國學生交流，接受來自

西方多元文化的刺激。

成大國際事務處人員指出，透過台美高教聯盟平台，美國各大學學生都能按自己主修

學系的課程需求，申請到成大進行學期交流計畫，參與短期課程營隊，在成大和校內

學生一同學習，或選擇成大華語課程，參與文化體驗及參訪活動。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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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原道2011年曾擔任成大歷史系客座教授、2014年傅爾布萊特訪台資深學者，也是

東海大學國際學院創院院長，並主持數個橫跨亞洲太平洋區域的海外探索學習計畫。

成大表示，傅爾布萊特計畫（The Fulbright Program）由美國國務院和外國政府共

同推動的學術與文化交流計畫，學術交流基金會負責執行台灣傅爾布萊特計畫。

目前全球傅爾布萊特計畫共誕生60名諾貝爾獎得主、86名普立茲獎得主、75名麥克

阿瑟獎得主及37名各國政府高級官員，並獎助逾2000名學術專業人士與學生在台美

兩地進行學術研究及文化交流事務。

成功大學和學術交流基金會實質交流始於1960年代，迄今有21名美國資深學者來

訪，41名成大資深學者赴美交換。除台美雙邊學者交換，2014年也啟動成大傅爾布

萊特獎學金計畫，提供獎學金給美籍優秀學生到成大攻讀能源工程國際碩士學程與創

意產業設計碩士學位。（編輯：黃世雅）11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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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疆界強化臺美高教發展 成大簽署CSAT交流合作協議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與學術交流基金會(臺灣傅爾布萊特)1月

13日簽署「臺美高教聯盟(CSAT)交流合作協議」；由成大校長蘇慧貞與學術交流基金

會執行長那原道(Dr.Randall Nadeau,Executive Director)代表簽署；學術交流基金會

將引薦美籍學生到成大校院進行多元交流與專業學習；推廣臺灣文化同時，也促進臺

美雙邊高等教育未來發展與合作契機。

成大國際事務處指出，透過CSAT臺美高教聯盟平台，美國各大學的學生皆能按照自己

主修學系課程需求，申請來成大進行學期交流計畫、參與短期課程營隊，來成大與校

內學生一同學習，或是選擇成大華語課程，參與文化體驗及參訪活動。

蘇慧貞感謝並肯定學術交流基金會多年來在加強臺美雙邊學術與教育交流不遺餘力，

高度期待雙方在臺美高教聯盟(CSAT)計畫下合作，希望透過更廣泛非學位生交流，讓

美國學生有機會來成大就讀，探究更真實動人臺灣印象，也讓臺美雙方學子建立跨越

疆界友誼。

勁報 2021/01/13 22:36(10小時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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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原道表示，臺美高教聯盟的執行模式更具廣度與彈性，臺美高教聯盟將引薦期待探

索世界的美國學生來臺學習，同時讓臺灣學生有更多機會與美國學生交流，接受來自

西方多元文化刺激。

那原道2011年曾擔任成大歷史系客座教授、2014年傅爾布萊特訪臺資深學者，也是東

海大學國際學院創院院長，並主持數個橫跨亞洲太平洋區域的海外探索學習計畫。

出席簽約儀式的成大觀禮來賓包括：國際長王筱雯、副國際長莊文魁、副國際李約

亨、文學院院長陳玉女、文學院副院長暨華語中心主任高實玫、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所長劉世南、能源工程國際碩士學程所長呂宗行，以及3位成大傅爾布萊特學者，分別

為經濟學系教授陳奕奇、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呂宗學、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副教授

周學雯。

目前全球傅爾布萊特計畫共誕生出60位諾貝爾獎得主、86位普立茲獎得主、75位麥克

阿瑟獎得主以及37名各國政府高級官員，並獎助超過2千餘名學術專業人士與學生於臺

美兩地進行學術研究以及文化交流事務。校方表示，成功大學與學術交流基金會實質

交流始於1960年代，迄今共計有21位美國資深學者來訪，41位成大資深學者赴美交

換；除臺美雙邊學者交換，2014年亦啟動成大傅爾布萊特獎學金計畫，提供獎學金給

美籍優秀學生來成大攻讀能源工程國際碩士學程與創意產業設計碩士學位。



2021/1/14 跨疆界強化臺美高教發展 成大簽署CSAT交流合作協議-運動-HiNet生活誌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189489 3/7



2021/1/14 中華鱻傳媒: 跨越疆界強化臺美高教發展 成大簽署CSAT交流合作協議

www.ccsn0405.com/2021/01/csat.html 1/2

2021年1月13日 星期三2021年1月13日 星期三

跨越疆界強化臺美高教發展 成大簽署CSAT交流合作協議

【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與學術交流基金會(臺灣傅爾布萊特)1月13日簽署「臺美高教聯盟(CSAT)交流合作協議」；
由成大校長蘇慧貞與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那原道(Dr.Randall Nadeau,Executive Director)代表簽署；學術交流基金會將引薦美籍
學生到成大校院進行多元交流與專業學習；推廣臺灣文化同時，也促進臺美雙邊高等教育未來發展與合作契機。

成大國際事務處指出，透過CSAT臺美高教聯盟平台，美國各大學的學生皆能按照自己主修學系課程需求，申請來成大進行學期交
流計畫、參與短期課程營隊，來成大與校內學生一同學習，或是選擇成大華語課程，參與文化體驗及參訪活動。

蘇慧貞感謝並肯定學術交流基金會多年來在加強臺美雙邊學術與教育交流不遺餘力，高度期待雙方在臺美高教聯盟(CSAT)計畫下
合作，希望透過更廣泛非學位生交流，讓美國學生有機會來成大就讀，探究更真實動人臺灣印象，也讓臺美雙方學子建立跨越疆
界友誼。

那原道表示，臺美高教聯盟的執行模式更具廣度與彈性，臺美高教聯盟將引薦期待探索世界的美國學生來臺學習，同時讓臺灣學
生有更多機會與美國學生交流，接受來自西方多元文化刺激。

那原道2011年曾擔任成大歷史系客座教授、2014年傅爾布萊特訪臺資深學者，也是東海大學國際學院創院院長，並主持數個橫跨
亞洲太平洋區域的海外探索學習計畫。

出席簽約儀式的成大觀禮來賓包括：國際長王筱雯、副國際長莊文魁、副國際李約亨、文學院院長陳玉女、文學院副院長暨華語
中心主任高實玫、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所長劉世南、能源工程國際碩士學程所長呂宗行，以及3位成大傅爾布萊特學者，分別為經
濟學系教授陳奕奇、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呂宗學、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副教授周學雯。

目前全球傅爾布萊特計畫共誕生出60位諾貝爾獎得主、86位普立茲獎得主、75位麥克阿瑟獎得主以及37名各國政府高級官員，並
獎助超過2千餘名學術專業人士與學生於臺美兩地進行學術研究以及文化交流事務。校方表示，成功大學與學術交流基金會實質交
流始於1960年代，迄今共計有21位美國資深學者來訪，41位成大資深學者赴美交換；除臺美雙邊學者交換，2014年亦啟動成大傅
爾布萊特獎學金計畫，提供獎學金給美籍優秀學生來成大攻讀能源工程國際碩士學程與創意產業設計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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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強化校安人員應變力 成功大學運用AI技術

去年底發生長榮大學外籍女大生命案，多所大學另傳出學生自傷不幸事件，教育部強化大學的校園安全人
員應變能力，近日分北中南3區辦理「校園安全知能研習」，各大專校院負責校園安全相關人員參加，強
化突發事件應變處理能力。（教育部提供）

2021/01/14 10:11

〔記者林曉雲／台北報導〕去年底發生長榮大學外籍女大生命案，多所大學另傳出學生自傷不幸事

件，教育部強化大學的校園安全人員應變能力，近日分北中南3區辦理「校園安全知能研習」，各大

專校院負責校園安全相關人員參加，以強化突發事件應變處理能力，提升大專校院整體校園安全防護

知能。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科長陳宗志表示，校安防護機制良好作為學校與警政單位將在會中進行分享，例如

逢甲大學建置生活導師系統，值班人員接獲校安事件，除進行處理及校安通報，登錄生活導師系統，

且由校安業務承辦人管制，並於生活導師會議陳報，必要時向上陳報由主秘以上層級管制，以有效整

合校內資源。而成功大學將AI人工智慧技術運用至校園安全作業，整合校區公共空間監視錄影、安全

求救、通報系統等設備及駐警隊校園安全工作。

陳宗志表示，研習課程也安排「校園安全相關法令課程」，讓學員熟悉既有｢維護校園安全實施要

點、校園安全防護注意事項、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執行校園安全

人員值勤規定｣等各項規定，厚植其基本知能。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1/14/3410571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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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於去年12月至大專校院進行校園安全訪視，研習會安排訪視委員，就訪視所見，與各校進行實

務經驗分享，讓各校學習更多學校的良善作為，而所訪視學校有不足之處，亦讓各校作為借鏡，以提

升防範重大事件知能與應變處置規劃的能力。

教育部呼籲學校，應落實宣導並強化學生自我安全防護知能，全力做好預防措施，防患於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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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商機 南科新創技術卓越

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引進Rainmaking Innovation加速器，並舉辦「數位轉型：南科新創技
術發表」活動暨FastTrack台灣區競賽，有國內12家新創團隊⾓逐海外培訓機會。

活動⼀開始特別連線⾏政院數位政委唐鳳，以「數位轉型與科技新創的發展政策」為題向在場⼈
⼠發表演講，與會的國⽴成功⼤學醫學院護理系主任柯乃熒特聘教授則以「開放式創新與智慧醫
療的未來對話」與唐政委進⾏對談，從政府政策、國際市場、策略規劃，以學術知識的全觀思維
分析臺灣數位轉型挑戰與機會，讓參與活動的⼈員更了解數位轉型的時代趨勢。

同場進⾏的FastTrack是Rainmaking Innovation獨家的新創競賽⽅式，本次聚焦三⼤領域：「智
慧製造」、「精準醫療」、「新能源」選取潛⼒新創團隊，總計有25隊報名，先前已經由2階段評
審精選出12家新創公司參加今⽇的⽐賽，後續待評審確認後將在臉書Rainmaking Innovation

2021-01-13 18:23 經濟日報 呂政道

「FastTrack全球海選」新創競賽評審群合影。南科/提供

讚 1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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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粉絲專⾴發佈結果，優勝隊伍可獲得赴澳洲國際加速器Startupbootcamp進⾏三個⽉培訓
的資格，及進⼊Startupbootcamp Australia決選。

今⽇活動會場也安排展⽰新創團隊研發的新技術，以⼯業4.0、智慧製造為主題展⽰技術，吸引企
業與新創事業交流及洽談合作。今⽇參加的貴賓包含臺南市政府、資策會、成⼤、台科⼤、台灣
⽇東、⽇商三菱銀⾏、永豐銀⾏、中華開發、東宜科技、直得科技、正鉑雷射、澄茂企業、精誠
集團、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億載會、美國、澳洲與英國駐台辦事處、TAcc+等來⾃國內外產、
官、學、研專家和企業代表，各企業及新創在現場互動熱絡交流。

Rainmaking Innovation Taiwan成⽴南科創新卓越中⼼，招募有志於拓展國際巿場的新創積極參
與輔導計畫，⾃2020年3⽉開始在南科建構新創培育場域，協助新創公司加速成⻑，推動南科產創
鏈結合作，也攜⼿TTA、TAcc+、Fintech Space等單位挹注資源扶植在地新創事業，不但促成新
創事業與在地企業及相關單位的合作，也要協助新創事業在全球重要巿場中爭取商機。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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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籌備老人醫院 開基玉皇宮贊助推動高齡智慧醫療

2021-01-13 20:03

台南市開基玉皇宮捐款六十萬元給成大老人醫院作為智慧醫療推動基金。（記者王俊忠翻攝）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台灣將邁入超高齡社會，預估到2025年每5人中就有1人是超

過65歲的長輩。向來重視社會公益的台南市開基玉皇宮與正、副主委及楊婦產科診所13日

共捐款110萬元給成大醫院作為老人醫院高齡智慧醫療推動基金，要幫長輩活得更健康；

成醫老人醫院籌備處院長楊宜青代表受贈與感謝。

開基玉皇宮每年都提撥信眾善款做社會公益，金額在1500萬元以上，過去每年捐助家扶基

金會幫助弱勢幼童，本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念，今年玉皇宮

首度捐助有關高齡者的照護，恰逢成大醫院要創建老人醫院，因此廟方與主委涂大松、副

主委王飳乾合力捐款60萬元給成大老人醫院；而玉皇宮的好「厝邊」楊婦產科診所也響應

捐出50萬元給成大老人醫院，協助推動高齡智慧醫療。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1/01/13/341023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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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楊婦產科捐款五十萬元給成大老人醫院作為智慧醫療推

動基金。（記者王俊忠翻攝）

 
 

成大醫院從2017年起著手規劃高齡照護的專屬老人醫院，並結合智慧醫療趨勢，2018年

獲行政院核定興建國內首座智慧醫療「老人醫院」，將投入30億資金籌建，預計2025年5

月啟用，期許透過智慧醫療幫高齡者做個人化的精準醫療決策，達到優化高齡照護品質的

目標。

成醫表示，高齡醫療的照護人力需求甚大，需注意病人是否臥床太久沒翻身、住院跌倒風

險、約束時間是否太長，甚至點滴滴完與否？如果都須由護理師親力親為監測，將會損失

許多更需護理專業照護的時間。透過智慧科技，協助護理師能更省力地進行必要監測，讓

醫療人員能夠把更多時間花在必須專業照護的項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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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開基玉皇宮及與楊婦產科診所 捐贈成大醫院「高齡智慧醫療
推動基金」
Posted By: TainanTalk  一月 13, 2021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的臺灣，預估到了2025年，每5人中就有1人是超過65歲的長者。一向重視社會公益的台南市開基玉皇
宮13日捐款成大醫院「高齡智慧醫療推動基金」，希望與成大醫院一起幫助高齡者能夠活得更健康。玉皇宮主任委員涂大松、副主任委員王（食
主）乾，還有開基玉皇宮的「厝邊」楊婦產科診所也一起響應捐款共一百一十萬元，由成大醫院老人醫院籌備處楊宜青院長代表接受並贈送感謝狀。

（圖說）一向重視社會公益台南市開基玉皇宮，13日玉皇宮主任委員涂大松（右）捐款六十萬元予成大醫院「高齡智慧醫療推動基金」，由成大醫
院老人醫院籌備處楊宜青院長（左）代表接受並贈送感謝狀。（記者鄭德政攝）
開基玉皇宮每年都提撥信眾善款做社會公益，金額在一千五百萬元以上，過去每年捐助家扶基金會，幫助弱勢幼童，本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今年首度捐助有關高齡者的照護，適巧成大醫院將成立老人醫院，投入優化高齡照護的品質，除善用智慧醫療的醫院端外，也會延
伸觸及高齡者的個人、家戶、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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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開基玉皇宮的「厝邊」楊婦產科診所（右二）也一起響應捐款五十萬元，由成大醫院老人醫院籌備處楊宜青院長（左二）代表受贈並贈送感
謝狀。（記者鄭德政攝）
成大醫院在106年即著手規劃高齡照護的專屬醫院，並結合智慧醫療的趨勢，107年獲行政院核定興建國內首座智慧醫療「老人醫院」，將投入三十
億元，預計114年5月正式啟用，期透過智慧醫療幫高齡者做個人化的精準醫療決策，達到優化高齡照護品質的目標。 
成大醫院老人醫院設定「醫療更全人，照顧更輕省，老人更獨立，家人更安心」的優質高齡者照護目標．希望透過智慧醫療所累積的成果，及再開發
前瞻的創新智慧科技，以打造高齡智慧醫院，從科學、客觀的角度，協助整合相關的醫療數據、影像資料，提早發現可能的風險，將更有助於醫師診
療決策的思考，甚至是跨團隊看病流程等，並成為幫助醫病溝通的媒介。
另外，高齡醫療的照護人力需求甚重，需要注意病人是否臥床太久沒翻身、住院跌倒風險、約束時間是否太長等，甚至是點滴滴完與否，如果都必須
由護理師親力親為進行監測，將會損失許多更需護理專業照護的時間；透過智慧科技，協助護理師能更省力地進行必要的監測，讓醫療人員能夠把更
多的時間花在必須專業照護的項目上。
未來也需要發展整合性的智能平台，整合不同照護者所獲得的訊息及評估資料，同時又能考慮長者及家屬的自主選擇，給予長者最適切精準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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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基玉皇宮捐款成大醫院 推動高齡智
慧醫療
2021/01/13 22:36:00
生活中心／台南報導

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的臺灣，預估到了2025年，每5人中就有1人是超過65歲的長者。一向重視社會公
益的台南市開基玉皇宮 13日捐款成大醫院 「高齡智慧醫療推動基金，希望與成大醫院一起幫助高齡者
能夠活得更健康。玉皇宮主任委員涂大松、副主任委員王飳乾，還有開基玉皇宮的「厝邊」楊婦產科診
所也都一起響應捐款，成大醫院老人醫院籌備處楊宜青院長也代表成大醫院贈送感謝狀。

https://www.set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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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基玉皇宮捐款成大醫院推動老人高齡智慧醫療。

開基玉皇宮每年都提撥信眾善款做社會公益，金額在一千五百萬元以上，過去每年捐助家扶基金會，幫
助弱勢幼童，本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年首度捐助有關高齡者的照護，適巧
成大醫院將成立老人醫院，投入優化高齡照護的品質，除了善用智慧醫療的醫院端外，也會延伸觸及高
齡者的個人、家戶、社區。

成大醫院在106年即著手規劃高齡照護的專屬醫院，並結合智慧醫療的趨勢，107年獲行政院核定興建
國內首座智慧醫療「老人醫院」，將投入三十億元，預計114年5月正式啟用，期透過智慧醫療幫高齡
者做個人化的精準醫療決策，達到優化高齡照護品質的目標。

成大醫院老人醫院設定「醫療更全人，照顧更輕省，老人更獨立，家人更安心」的優質高齡者照護目
標．希望透過智慧醫療所累積的成果，及再開發前瞻的創新智慧科技，以打造高齡智慧醫院，從科學、
客觀的角度，協助整合相關的醫療數據、影像資料，提早發現可能的風險，將更有助於醫師診療決策的
思考，甚至是跨團隊看病流程等，並成為幫助醫病溝通的媒介。

另外，高齡醫療的照護人力需求甚重，需要注意病人是否臥床太久沒翻身、住院跌倒風險、約束時間是
否太長等，甚至是點滴滴完與否，如果都必須由護理師親力親為進行監測，將會損失許多更需護理專業
照護的時間；透過智慧科技，協助護理師能更省力地進行必要的監測，讓醫療人員能夠把更多的時間花
在必須專業照護的項目上。

未來也需要發展整合性的智能平台，整合不同照護者所獲得的訊息及評估資料，同時又能考慮長者及家
屬的自主選擇，給予長者最適切精準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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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銀髮族安養　開基玉皇宮捐贈成醫高齡智
慧醫療推動基金

▲台南市開基玉皇宮等單位，13日捐款成大醫院「高齡智慧醫療推動基金」，希望與成大醫院

一起幫助高齡者能夠活得更健康。（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的台灣，預估到2025年，每5人中就有1人是超過65歲的長

者，台南市開基玉皇宮等單位13日捐款成大醫院「高齡智慧醫療推動基金」，希

望與成大醫院一起幫助高齡者能夠活得更健康。

玉皇宮主任委員涂大松、副主任委員王飳乾，還有開基玉皇宮的「厝邊」楊婦產

科診所也都一起響應捐款，成大醫院老人醫院籌備處楊宜青院長也代表成大醫院

贈送感謝狀。

開基玉皇宮每年都提撥信眾善款做社會公益，金額在1500萬元以上，過去每年捐

助家扶基金會，幫助弱勢幼童，本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5%9C%B0%E6%96%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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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今年首度捐助有關高齡者的照護，適巧成大醫院將成立老人醫院，投入優

化高齡照護的品質，除了善用智慧醫療的醫院端外，也會延伸觸及高齡者的個

人、家戶、社區。

成大醫院在2017年即著手規劃高齡照護的專屬醫院，並結合智慧醫療的趨勢，

2018年獲行政院核定興建國內首座智慧醫療「老人醫院」，將投入30億元，預計

2025年5月正式啟用，期透過智慧醫療幫高齡者做個人化的精準醫療決策，達到

優化高齡照護品質的目標。

成大醫院老人醫院設定「醫療更全人，照顧更輕省，老人更獨立，家人更安心」

的優質高齡者照護目標．希望透過智慧醫療所累積的成果，及再開發前瞻的創新

智慧科技，以打造高齡智慧醫院，從科學、客觀的角度，協助整合相關的醫療數

據、影像資料，提早發現可能的風險，將更有助於醫師診療決策的思考，甚至是

跨團隊看病流程等，並成為幫助醫病溝通的媒介。

另外，高齡醫療的照護人力需求甚重，需要注意病人是否臥床太久沒翻身、住院

跌倒風險、約束時間是否太長等，甚至是點滴滴完與否，如果都必須由護理師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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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親為進行監測，將會損失許多更需護理專業照護的時間；透過智慧科技，協助

護理師能更省力地進行必要的監測，讓醫療人員能夠把更多的時間花在必須專業

照護的項目上。

未來也需要發展整合性的智能平台，整合不同照護者所獲得的訊息及評估資料，

同時又能考慮長者及家屬的自主選擇，給予長者最適切精準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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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黃盈慈醫師。

肉癌的治療
／

2021/1/14

 【記者孫紹逸／南市報導】一位52

歲女性因為右腿痠痛就診檢查，意外

發現右腿及肺部都有腫瘤，轉診到成

大醫院，影像及切片證實是右腿軟組

織肉癌合併肺部轉移。
 

 成大醫院腫瘤醫學部腫瘤內科黃盈

慈醫師表示，針對此一病人，成大醫

院骨肉癌多專科團隊召開會議，經過各專科醫師的評估，決定跨部門整合醫療資

源，並協調了治療先後次序，先進行了4次的前導性化學治療，影像評估右腿及肺部

腫瘤確實縮小，骨科和胸腔外科接著先後進行右腿腫瘤和肺部轉移的手術切除。目

前患者術後調養中，後續預計就右腿原發部位進行放射治療加強局部控制，並完成

化學治療療程，期待讓原來第四期的肉癌患者，能達到幾乎腫瘤消除的狀態。
 

 黃盈慈醫師指出，肉癌在惡性腫瘤中是比較少見的癌別，大約僅占所有癌症的

1%。而其治療非常複雜，包括手術切除、抗癌藥物及放射治療，都需要多專科診療

團隊共同會診、開會討論，以整合專家意見和醫療資源，予以正確的病理診斷和分

期，提供病人專屬的治療計畫，並減少與治療相關的併發症及後遺症。
 

 鑒於南部地區較缺乏骨骼與軟組織肉癌相關的照護團隊，成大醫院癌症醫療品質

委員會在109年1月正式提案成立骨骼及軟組織肉癌醫療團隊，成員包括腫瘤內科、

外科（根據腫瘤部位，包括骨科、整形外科、一般外科、胸腔外科等）、放射腫瘤

科、放射科，以及病理科專家，以提升本院骨骼與軟組織肉癌病患的醫療照護品

質。
 

 「肉癌」分成「惡性骨腫瘤」和「軟組織肉癌」。惡性骨腫瘤較常見於兒童及青

少年，主要長在骨頭部位，尤其是上下肢的長骨或骨盆；而軟組織肉癌一半以上發

生在成年人，可能發生在身體的任何部位，常見包括肢體、軀幹、頭頸，以及後腹

腔。黃盈慈醫師表示，肉癌的種類非常多，大多數肉癌的致病機轉不明，少數與遺

傳、環境（如輻射暴露）等因素有關，常見的轉移部位包括肝臟和肺臟。她提醒指

出，若發現身上逐漸變大的不明腫塊，要尋求醫療評估，以能早期診斷、早期治

療。
 

 由於是少見的癌別，過去肉癌抗癌藥物的選擇很少，常常健保也沒有給付，但隨

著醫療進步，陸續有新的肉癌治療藥物，有些也拿到健保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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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歲女右腿痠痛 竟已肉癌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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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黃盈慈說，身上若有逐漸變大不明腫塊，應就診評估，早期診斷治療。 （記者葉進耀攝）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52歲婦人右腿痠痛就診，意外查出竟是「肉癌」末期，合併轉移到肺部；經手術、放射治療加化學治療三管齊下，把右腿腫瘤與肺部轉移部分切

除，術後針對原發部位作放射治療，加強局部控制。

成大醫院腫瘤醫學部腫瘤內科醫師黃盈慈指出，肉癌是惡性腫瘤中較少見的癌別，大約僅占所有癌症的1%，治療卻非常複雜，包括手術切除、抗癌

藥物及放射治療，需要多專科診療團隊共同會診，提供專屬治療計畫，並減少與治療相關的併發症及後遺症。

肉癌分成「惡性骨腫瘤」與「軟組織肉癌」。惡性骨腫瘤常見於兒童與青少年，主要長在骨頭部位，尤其是上下肢的長骨或骨盆；軟組織肉癌一半以

上發生在成年人，身體任何部位都有可能，常見的是肢體、軀幹、頭頸及後腹腔。

黃盈慈表示，肉癌種類非常多，大多數致病機轉不明，少數和遺傳、環境（輻射暴露）等因素有關，常見轉移部位為肝臟、肺臟，成醫去年至今有

48例肉癌病例。

該婦人案例去年7月間由成醫骨肉癌專科團隊醫師評估，跨部門整合醫療資源，並協調治療先後次序，先進行4次的前導性化學治療後，經影像評估

右腿與肺部腫瘤縮小，再由骨科與胸腔外科先後進行右腿腫瘤與肺部轉移手術切除。目前患者術後調養中，後續預計就右腿原發部位進行放射治療加

強局部控制，並完成化學治療療程，期能讓原來第4期達到幾乎腫瘤消除的狀態。

黃盈慈提醒，若發現身上逐漸變大的不明腫塊，應尋求醫療評估，早期診斷治療。由於是少見的癌別，過去肉癌抗癌藥物的選擇很少，健保也沒有給

付；隨著醫療進步，陸續有新的治療藥物，有些健保已有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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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盈慈醫師表示，人身上如有逐漸變大的不明腫塊，要儘快就醫。（記者王俊忠翻攝）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1名52歲婦人因為右腿痠痛就醫檢查，意外發現右腿與肺部都

有腫瘤，轉診到成大醫院，影像及切片證實是右腿軟組織肉癌合併肺部轉移。成醫骨肉癌

多專科團隊對此患者開會評估，決定跨部門整合醫療資源及協調治療先後次序，先進行4

次前導性化學治療，影像評估右腿及肺部腫瘤確實有縮小情形。

骨科和胸腔外科先後進行右腿腫瘤和肺部轉移癌灶的手術切除。目前患者術後調養中，後

續預計就右腿原發部位進行放射治療加強局部控制，並完成化療療程，期待讓原來第4期

的肉癌患者能達到幾乎腫瘤消除的狀態。

成大醫院腫瘤醫學部腫瘤內科主治醫師黃盈慈指出，肉癌在惡性腫瘤中是比較少見的癌

別，大約僅占所有癌症的1%。而其治療卻非常複雜，包括手術切除、抗癌藥物及放射治

療，都需要多專科診療團隊共同會診、開會討論，給予正確病理診斷和分期，提供病人專

屬的治療計畫，並減少與治療相關的併發症及後遺症。

有鑑於南台灣地區較缺乏骨骼與軟組織肉癌相關的照護團隊，成大醫院癌症醫療品質委員

會於2020年1月提案成立骨骼及軟組織肉癌醫療團隊，成員包括：腫瘤內科、外科（根據

腫瘤部位，包括骨科、整形外科、一般外科、胸腔外科等）、放射腫瘤科、放射科及病理

科專家，以提升成醫骨骼與軟組織肉癌病患的醫療照護品質。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1/01/13/341028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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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盈慈說明，「肉癌」分成「惡性骨腫瘤」和「軟組織肉癌」兩種，惡性骨腫瘤較常見於

兒童及青少年，主要長在骨頭部位，尤其是上下肢的長骨或骨盆；而軟組織肉癌一半以上

發生在成年人，可能發生在身體任何部位，常見包括：肢體、軀幹、頭頸及後腹腔。

肉癌種類非常多，但大多數肉癌的致病機轉不明，少數與遺傳、環境（如輻射暴露）等因

素有關，常見轉移部位包括肝臟和肺臟，提醒若發現身上有逐漸變大的不明腫塊，應尋求

醫療評估，以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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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見癌別【肉癌】治療　成醫骨肉癌多專科團隊提升完整照護

亞太新聞網 ATA News

2021年01月14日 01:21

▲【肉癌的治療】成大醫院腫瘤醫學部腫瘤內科黃盈慈醫師。(Film/成大醫院提供)

記者吳玉惠/台南報導

癌症很多種，但您有聽過肉癌嗎? 肉癌在惡性腫瘤中是比較少見的癌別，大約僅占所有癌症的1%。而其治療非常複雜，鑒於南部地區較缺

乏骨骼與軟組織肉癌相關的照護團隊，成大醫院在109年正式成立骨骼及軟組織肉癌醫療團隊，提供病人專屬的治療計畫。

52歲女性由於右腿痠痛而就醫檢查，意外發現右腿及肺部都有腫瘤，轉診至成大醫院，經影像及切片證實是右腿軟組織肉癌合併肺部轉

移。針對此一病人，成大醫院骨肉癌多專科團隊召開會議，經過各專科醫師的評估，決定跨部門整合醫療資源治療。

成大醫院腫瘤醫學部腫瘤內科黃盈慈醫師表示，經跨部門協調了治療先後次序，先進行了4次的前導性化學治療，影像評估右腿及肺部腫瘤

確實縮小，骨科和胸腔外科接著先後進行右腿腫瘤和肺部轉移的手術切除。目前患者術後調養中，後續預計就右腿原發部位進行放射治療

加強局部控制，並完成化學治療療程，期待讓原來第四期的肉癌患者，能達到幾乎腫瘤消除的狀態。

https://www.atanews.net/www.atanew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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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腫瘤醫學部腫瘤內科黃盈慈醫師。(圖/記者吳玉惠翻攝)

黃盈慈醫師指出，肉癌在惡性腫瘤中是比較少見的癌別，大約僅占所有癌症的1%。而其治療非常複雜，包括手術切除、抗癌藥物及放射治

療，都需要多專科診療團隊共同會診、開會討論，以整合專家意見和醫療資源，予以正確的病理診斷和分期，提供病人專屬的治療計畫，

並減少與治療相關的併發症及後遺症。

鑒於南部地區較缺乏骨骼與軟組織肉癌相關的照護團隊，成大醫院癌症醫療品質委員會在109年1月正式提案成立骨骼及軟組織肉癌醫療團

隊，成員包括腫瘤內科、外科（根據腫瘤部位，包括骨科、整形外科、一般外科、胸腔外科等）、放射腫瘤科、放射科，以及病理科專

家，以提升骨骼與軟組織肉癌病患的醫療照護品質。

「肉癌」分成「惡性骨腫瘤」和「軟組織肉癌」。惡性骨腫瘤較常見於兒童及青少年，主要長在骨頭部位，尤其是上下肢的長骨或骨盆；

而軟組織肉癌一半以上發生在成年人，可能發生在身體的任何部位，常見包括肢體、軀幹、頭頸，以及後腹腔。黃盈慈醫師表示，肉癌的

種類非常多，大多數肉癌的致病機轉不明，少數與遺傳、環境（如輻射暴露）等因素有關，常見的轉移部位包括肝臟和肺臟。她提醒指

出，若發現身上逐漸變大的不明腫塊，要尋求醫療評估，以能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黃盈慈醫師也提到，目前由於是少見的癌別，過去肉癌抗癌藥物的選擇很少，常常健保也沒有給付，但隨著醫療進步，陸續有新的肉癌治

療藥物，有些也拿到健保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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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盈慈醫師

學歷：慈濟大學醫學系畢業

經歷：成大醫院內科部住院醫師及總醫師

現任：成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腫瘤內科 主治醫師

專長：腫瘤疾病諮詢與治療、 安寧療護、 一般內科

講題：肉癌的治療

講題：【肉癌】的治療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m3nGws1XzQ&feature=emb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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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腫瘤內科 主治醫師 淺談【肉癌】的治療

【記者杜振翔／台南報導】由成大醫院腫瘤醫學部腫瘤內科主治醫師淺談【肉癌】的治療

讓我們了解肉癌的分辨與治療,案例:一位52歲女性因為右腿痠痛就診檢查，意外發現右腿及肺部都有腫瘤，
轉診到成大醫院，影像及切片證實是右腿軟組織肉癌合併肺部轉移。

成大醫院腫瘤醫學部腫瘤內科黃盈慈醫師表示，針對此一病人，成大醫院骨肉癌多專科團隊召開會議，經過各

專科醫師的評估，決定跨部門整合醫療資源，並協調了治療先後次序，先進行了4次的前導性化學治療，影像
評估右腿及肺部腫瘤確實縮小，骨科和胸腔外科接著先後進行右腿腫瘤和肺部轉移的手術切除。

目前患者術後調養中，後續預計就右腿原發部位進行放射治療加強局部控制，並完成化學治療療程，期待讓原

來第四期的肉癌患者，能達到幾乎腫瘤消除的狀態。

黃盈慈醫師指出，肉癌在惡性腫瘤中是比較少見的癌別，大約僅占所有癌症的1%。
而其治療非常複雜，包括手術切除、抗癌藥物及放射治療，都需要多專科診療團隊共同會診、開會討論，以整

合專家意見和醫療資源，予以正確的病理診斷和分期，提供病人專屬的治療計畫，並減少與治療相關的併發症

及後遺症。

「肉癌」分成「惡性骨腫瘤」和「軟組織肉癌」惡性骨腫瘤較常見於兒童及青少年，主要長在骨頭部位，尤其

是上下肢的長骨或骨盆；而軟組織肉癌一半以上發生在成年人，可能發生在身體的任何部位，常見包括肢體、

軀幹、頭頸，以及後腹腔。

黃盈慈醫師表示，肉癌的種類非常多，大多數肉癌的致病機轉不明，少數與遺傳、環境（如輻射暴露）等因素

有關，常見的轉移部位包括肝臟和肺臟。

http://www.pacificnews.com.tw/fixpostnews.php?postnewsid=17&titleid=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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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提醒指出，若發現身上逐漸變大的不明腫塊，要尋求醫療評估，以能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由於是少見的癌別，過去肉癌抗癌藥物的選擇很少，常常健保也沒有給付，但隨著醫療進步，陸續有新的肉癌

治療藥物，有些也拿到健保適應症。

(圖說):成大醫院腫瘤醫學部腫瘤內科主治醫師黃盈慈淺談【肉癌】的治療。
(記者杜尚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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