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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景圖。

後疫情時期 成大「同舟計畫」全方位助海內外學子
孫宜秋／南市

2020/5/30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後疫情

時期，全球許多校園依然緊閉。成功

大學針對因疫情未能延續海外學習的

本國及外籍學生，推出入學、修課或

進實驗室參與研究等不同專案的「同

舟計畫」，讓學子在台灣這塊防疫淨

土，學習不中斷。疫情爆發以來，已

有來自西班牙的交換學生、從法國、美國被迫返台的本國籍研究生等學生，在成大

校園安心、如常學習與做研究。

 「同舟計畫」提供多項專案，其中之一是，現正以隨到隨審方式，執行109學年

秋季班國際學生第二階段申請，報名截止時間至6月19日止，預定在7月31日放

榜。境外台生的部份推出「返台就學」銜接專案，目前在境外疫區各大學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在學之我國國籍學生，均可申請就讀成大碩、博士班一年級或學士

班一至四年級。學士班33學系共釋出51個名額、碩士班59學系共59個名額、博士

班９個學院共12個名額。招生簡章5月27日公告於網頁，報名時間自6月15日起至6

月22日止，預定7月21日放榜。

 成大國際長王筱雯教授表示，考量到因疫情留在台灣的國際學生和未能如期出國

的本國籍學生，各有不同類型的銜接學習需求，成大國際處亦設立專案服務窗口，

隨時提供服務，內容包括協助進入院系修課、取得學分、轉介到相關領域教授研究

室參與研究、見習，或接受成大教授指導撰寫論文等。成大與全球38個國家近300

所大學簽署姊妹校，包括美國哈佛大學牙醫學院、美國加州大學、德國慕尼黑工業

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韓國梨花女子大學。來成大修課的學生若為海外姊妹校的

學生，在成大修課的學分將依合約內容獲得承認與抵免。

 成大研發長謝孫源教授，積極對疫區學生伸援手。來自西班牙的大學生Miguel

Edo，今年初得知台灣很安全，主動要來成大交換並發信請謝孫源指導其大四畢業

論文。來台2、3個月，Miguel Edo每天都會進入實驗室，與本地學生一起做研究，

積極的態度令謝孫源稱許不已，也很開心有機會能對國際學子伸援手。 

 謝孫源另一名學生，原計畫要先在法國波爾多大學修讀博士學位，之後再回成大

完成博士學位，以取得雙博士學位。不料，法國學校關閉，法國教授讓學生回成

大，校方也彈性接手，目前該學生由法國教授透過遠距與謝孫源教授共同指導。

 王筱雯表示，疫情爆發以來，不少在台外籍生因疫情未能返國，也有許多原本將

出國求學或交換的台灣學生無法成行，為數不少的海外留學生被迫返台，成大陸續

接獲學生或家長焦慮的信件或電話，探詢成大是否能提供學習不中斷的「銜轉」機

會。而台灣防疫表現，吸引國外學子對台灣學術的注意，來台意願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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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教務長王育民教授表示，成大有足夠的資源，願善盡地球公民的責任，樂意

對因疫情無法如期銜接海外學習的本籍、外國籍學子提供必要的援助，也希望扎實

且穩健的教學環境與研究能量，吸引優秀的人才留在國內、留在成大，也藉此對接

更多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開啟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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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期　成大「同舟計畫」全方位助海內外學子

後疫情時期，全球許多校園依然緊閉。成功⼤學針對因疫情未能延續海外學
習的本國及外籍學⽣，推出⼊學、修課或進實驗室參與研究等不同專案的
「同⾈計畫」，讓全球學⽣在台灣這塊防疫淨⼟，學習不中斷，疫情爆發以
來，已有來⾃⻄班⽛的交換學⽣、從法國、美國被迫返台的本國籍研究⽣等
學⽣，在成⼤校園安⼼、如常學習與做研究。

「同⾈計畫」提供多項專案，其中之⼀是以隨到隨審⽅式，執⾏109學年秋季
班國際學⽣第⼆階段申請，報名截⽌時間⾄6⽉19⽇⽌，預定在7⽉31⽇放
榜。

針對境外台⽣所推出「返台就學」銜接專案，⽬前在境外疫區各⼤學學⼠
班、碩⼠班、博⼠班在學之我國國籍學⽣，均可申請就讀成⼤碩、博⼠班⼀
年級或學⼠班⼀⾄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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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班33學系共釋出51個名額、碩⼠班59學系共59個名額、博⼠班９個學院
共12個名額。招⽣簡章5⽉27⽇公告於網⾴，報名時間⾃6⽉15⽇起⾄6⽉22

⽇⽌，預定7⽉21⽇放榜。

成⼤國際⻑王筱雯教授表⽰，考量到因疫情留在台灣的國際學⽣，和未能如
期出國的本國籍學⽣，各有不同類型的銜接學習需求，成⼤國際處亦設⽴專
案服務窗⼝，隨時提供服務，內容包括協助進⼊院系修課、取得學分、轉介
到相關領域教授研究室參與研究、⾒習，或接受成⼤教授指導撰寫論⽂等。

成⼤與全球38個國家近300所⼤學簽署姊妹校，包括美國哈佛⼤學⽛醫學院、
美國加州⼤學、德國慕尼黑⼯業⼤學、⽇本早稻⽥⼤學、韓國梨花⼥⼦⼤
學。來成⼤修課的學⽣若為海外姊妹校的學⽣，在成⼤修課的學分，將依合
約內容獲得承認與抵免。

成功⼤學針對因疫情未能延續海外學習的本國及外籍學⽣，推出不同專案的「同⾈計畫」，讓全球學⽣學

習不中斷。 張傑/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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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來⾃⻄班⽛的⼤學⽣Miguel Edo，今年初得知台灣很安全，主動要來
成⼤交換並發信請成⼤研發⻑謝孫源教授協助，請其指導⼤四畢業論⽂，來
台2、3個⽉，Miguel Edo每天都會進⼊實驗室，與本地學⽣⼀起做研究，積
極的態度令謝孫源稱許不已，也很開⼼有機會能對國際學⼦伸援⼿。

謝孫源另⼀名學⽣，原計畫要先在法國波爾多⼤學修讀博⼠學位，之後再回
成⼤完成博⼠學位，以取得雙博⼠學位。不料，法國學校關閉，法國教授讓
學⽣回成⼤，校⽅也彈性接⼿，⽬前該學⽣由法國教授透過遠距與謝孫源教
授共同指導。

王筱雯表⽰，疫情爆發以來，不少在台外籍⽣因疫情未能返國，也有許多原
本將出國求學或交換的台灣學⽣無法成⾏，為數不少的海外留學⽣被迫返
台，成⼤陸續接獲學⽣或家⻑焦慮的信件或電話，探詢成⼤是否能提供學習
不中斷的「銜轉」機會，⽽台灣防疫表現，吸引國外學⼦對台灣學術的注
意，來台意願⼤增。

成⼤教務⻑王育⺠教授表⽰，成⼤有⾜夠的資源，願善盡地球公⺠的責任，
樂意對因疫情無法如期銜接海外學習的本籍、外國籍學⼦提供必要的援助，
也希望扎實且穩健的教學環境與研究能量，吸引優秀的⼈才留在國內、留在
成⼤，也藉此對接更多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開啟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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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期 成大「同舟計畫」增加國際生來台意
願

成功大學針對因疫情未能延續海外學習的本國及外籍學生，推出入學、修課或進
實驗室參與研究等不同專案的「同舟計畫」，讓國際見證台灣學術自由之風。
（記者洪瑞琴攝）

2020-05-29 17:21:36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後疫情

時期，全球許多校園依然緊閉，不過，成功大學針對因疫情未能延續海外學

習的本國及外籍學生，推出入學、修課或進實驗室參與研究等不同專案的

「同舟計畫」，讓國際見證台灣學術自由之風。

成大國際長王筱雯說，考量因疫情留在台灣的國際學生和未能如期出國的本

國籍學生，各有不同類型的銜接學習需求，因此設立專案服務窗口，隨時提

供服務，包括協助進入院系修課、取得學分、轉介到相關領域教授研究室參

與研究、見習，或接受成大教授指導撰寫論文等。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5/29/3181387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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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發以來，已有來自西班牙的交換學生、從法國、美國被迫返台的本國

籍研究生等學生，在成大校園安心、如常學習與做研究。

成大「同舟計畫」提供多項專案，其中1項是隨到隨審方式，109學年秋季班

國際學生第2階段申請，報名至6月19日，預定7月31日放榜。

境外台生部份推出「返台就學」銜接專案，目前在境外疫區各大學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在學的我國國籍學生，均可申請就讀成大碩、博士班一年級

或學士班一至四年級。

成大教務長王育民說，台灣防疫表現，吸引國外學子來台意願大增，成大有

足夠資源，善盡地球公民的責任，樂意對因疫情無法如期銜接海外學習的本

籍、外國籍學子提供必要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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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期　成大啟動「同舟計畫」全方位助海
內外學子

▲後疫情時期，成大啟動「同舟計畫」，全方位助海內外學子，在成大校園安心學習與做研究。

（圖／記者林悅翻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後疫情時期，全球許多校園依然緊閉，成功大學針對因疫情未能延續海外學習的本國

及外籍學生，推出入學、修課或進實驗室參與研究等不同專案的「同舟計畫」，讓學

子在台灣這塊防疫淨土，學習不中斷，已有西班牙交換學生、從法國、美國被迫返台

的本國籍研究生等在成大安心學習與做研究。

成大「同舟計畫」提供多項專案，其中之一是，現正以隨到隨審方式，執行109學年

秋季班國際學生第二階段申請，報名截止時間至6月19日止，預定在7月31日放榜。境

外台生的部份推出「返台就學」銜接專案，目前在境外疫區各大學學士班、碩士班、

博士班在學之我國國籍學生，均可申請就讀成大碩、博士班一年級或學士班一至四年

級。學士班33學系共釋出51個名額、碩士班59學系共59個名額、博士班９個學院共12

個名額。招生簡章5月27日公告於網頁，報名時間自6月15日起至6月22日止，預定7月

21日放榜。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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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國際長王筱雯教授表示，考量到因疫情留在台灣的國際學生和未能如期出國的本

國籍學生，各有不同類型的銜接學習需求，成大國際處亦設立專案服務窗口，隨時提

供服務，內容包括協助進入院系修課、取得學分、轉介到相關領域教授研究室參與研

究、見習，或接受成大教授指導撰寫論文等。成大與全球38個國家近300所大學簽署

姊妹校，包括美國哈佛大學牙醫學院、美國加州大學、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日本早

稻田大學、韓國梨花女子大學。來成大修課的學生若為海外姊妹校的學生，在成大修

課的學分將依合約內容獲得承認與抵免。

成大研發長謝孫源教授，積極對疫區學生伸援手，來自西班牙的大學生Miguel Edo，

今年初得知台灣很安全，主動要來成大交換並發信請謝孫源指導其大四畢業論文。來

台2、3個月，Miguel Edo每天都會進入實驗室，與本地學生一起做研究，積極的態度

令謝孫源稱許不已，也很開心有機會能對國際學子伸援手。

謝孫源另一名學生，原計畫要先在法國波爾多大學修讀博士學位，之後再回成大完成

博士學位，以取得雙博士學位。不料，法國學校關閉，法國教授讓學生回成大，校方

也彈性接手，目前該學生由法國教授透過遠距與謝孫源教授共同指導。

王筱雯表示，疫情爆發以來，不少在台外籍生因疫情未能返國，也有許多原本將出國

求學或交換的台灣學生無法成行，為數不少的海外留學生被迫返台，成大陸續接獲學

生或家長焦慮的信件或電話，探詢成大是否能提供學習不中斷的「銜轉」機會。而台

灣防疫表現，吸引國外學子對台灣學術的注意，來台意願大增。

成大教務長王育民教授表示，成大有足夠的資源，願善盡地球公民的責任，樂意對因

疫情無法如期銜接海外學習的本籍、外國籍學子提供必要的援助，也希望扎實且穩健

的教學環境與研究能量，吸引優秀的人才留在國內、留在成大，也藉此對接更多國際

學術交流與合作，開啟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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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期 成大推「同舟計畫」助海內外學子

2020-05-29 16:11  聯合報  / 記者鄭維真／台南即時報導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許多海外交換學生被迫返台，成功大

學為了延續海外學習的本國及外籍學生，推出「同舟計畫」多

項專案，盼讓學子在成大如常學習與做研究。

成 大推出「同舟計畫」多項專案，盼讓學子如常學習。圖／成功大學提供

https://udn.com/
https://udn.com/news/cate/2/11195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zND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6%AB%E6%83%85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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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國際長王筱雯表示，考量到因疫情留在台灣的國際學生與

未能如期出國的本國籍學生，各有不同類型的銜接學習需求，

成大國際處設立專案服務窗口，隨時提供服務，內容包括協助

進入院系修課、取得學分、轉介到相關領域教授研究室參與研

究、見習，或接受成大教授指導撰寫論文等。

「同舟計畫」提供多項專案，其中，以隨到隨審方式執行109

學年秋季班國際學生第二階段申請，報名截止時間到6月19

日，預計在7月31日放榜。

境外台生的部份推出「返台就學」銜接專案，目前在境外疫區

各大學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在學的我國國籍學生，都可申

請就讀成大碩、博士班一年級或學士班一至四年級。學士班33

學系共釋出51個名額、碩士班59學系共59個名額、博士班９個

學院共12個名額。招生簡章已在5月27日公告於網頁，報名時

間從6月15日到6月22日，預定7月21日放榜。

成大與全球38個國家近300所大學簽署姊妹校，包括美國哈佛

大學牙醫學院、美國加州大學、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日本早

稻田大學、韓國梨花女子大學。來成大修課的學生若為海外姊

妹校的學生，在成大修課的學分將依合約內容獲得承認與抵

免。

成大教務長王育民表示，成大有足夠資源，願善盡地球公民的

責任，樂意對因疫情無法如期銜接海外學習的本籍、外國籍學

子提供必要的援助，吸引優秀人才留在國內、留在成大，也藉

此對接更多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開啟更多的可能。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4%BE%E6%A6%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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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南大畢典 不開放家長觀禮
2020-05-30

因應疫情，南大今年的畢業典禮不開放家長觀禮，但家長可在校園合

照。 （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及台南大學分別將於六月六日、七日舉行畢業典禮，因為疫

情關係，兩校都不開放家長觀禮，但可在校園內合照。南大表示，若中

央疫情指揮中心放寬相關管制，校方會隨時調整。

 成大今年的畢業典禮將於六日上午舉行，因疫情關係，今年將改在戶

外舉行，由於成大畢業生人數達五千七百人，所以校方劃分在工設歷史

廣場、雲平廣場、博物館前廣場三處地點進行，畢業典禮會場僅有師生

座位，不開放家長觀禮，但都有網路直播。

 成大表示，當天畢業生必須持學生證、穿學位服裝、戴口罩才能進入

會場，但畢業生上台接受師長撥穗、頒獎，可以短暫摘下口罩。雖然典

禮不開放觀禮，但畢業生家長仍可到校園，與畢業生在校園內合影。

 至於台南大學畢業典禮則預定於七日在禮堂舉行，畢業生有一千一百

人，將分成上、下午兩場舉行，上午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管理學

院，下午是理工學院、環生學院、藝術學院，兩場畢業典禮都禁止家長

進入觀禮。校方表示，家長還是可以入校，學校也會在穿堂架設螢幕供

家長觀看典禮直播。

 南大表示，畢業生進入會場必須配戴口罩，至於上台受獎、撥穗時是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86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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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以拿下，目前仍未有明確規範，校方仍建議全程配戴，若疫情指揮

中心放寬相關標準，校方會彈性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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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大學畢典 多數分場分流防疫

2020-05-29 23:53  聯合報  / 本報記者／連線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趨緩，南部各大專院校畢業典禮將在下個月如期

舉辦，一律戴口罩量體溫，並採分場分流，部分學校開放家長

觀禮，部分則改網路直播觀看，成為最難忘的畢業典禮。

台東大學畢典今天登場，採分流舉辦，分為校級、系級畢典，

學校表示，校級畢業典禮只有50人規模，不開放家長參加，會

8

成功大學畢業典禮下 個 月將如期舉辦。  圖／成 大提供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6%B0%E5%86%A0%E8%82%BA%E7%82%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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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線上直播。

台東大學畢典期間， 在圖書館前草皮設置畢業紀念拍照打卡點，讓畢業生

可穿學士袍留下紀念影像。  圖／台東大學提供

成大畢典6月6日上午9時到11時於戶外舉辦，主典禮會場只有

師生座位，邀請家長「線上」參加畢業典禮。台南大學畢典下

月7日於室內禮堂舉行，分上、下午兩場分流，家長無法進入

會場，可在禮堂外透過大型螢幕觀看。

雲林科技大學和虎尾科技大學畢業典禮6月6日舉行。雲科大畢

典在國際會議廳舉行，主場地只開放供碩、博班畢業生，開放

每位博士畢業生只由一名家長陪同進場。

虎科大從6月1日到5日各系所自行辦理畢業典禮，因都在室外

舉行，不限制家長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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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校合併的高科大畢典將分散舉行，除重大獎項在6月6日校

級畢業典禮頒發外，其餘交由院系各自辦小畢典。

中山大學因應防疫決定辦「沙灘畢業典禮」，6月6日校級沙灘

畢典專為博士畢業生舉辦，各系所大學部和碩士班約2千多名

畢業生，分散在6月1日至6日辦畢典，鼓勵各系所辦沙灘畢典

或找較空曠的室內或室外舉行。

屏東大學6月7日舉辦全校性畢業典禮，各院系也自辦畢典，維

持現行實名制方式，發放識別證給入場者，一名學生限邀一名

家屬。

中正大學、南華大學、吳鳳科大以及宣布8月停辦的稻江科技

暨管理學院，都決定在6月13日上午舉辦畢業典禮。

中正大學不舉行全校大型畢典，回歸各院系所各自舉辦頒授學

位撥穗。南華畢典分上下午時段，上午校長頒獎給各院系所獲

獎畢業生，下午各院系所各自舉辦，可邀家長觀禮。

吳鳳科大舉辦戶外畢業典禮，由校長頒獎各院系所獲獎學生，

現場網路視訊直播，各院系所畢業生待在教室，觀看網路視訊

直播典禮；稻江末代畢業典禮，統一在室內舉行，家長在教室

觀看網路視訊直播。

屏科大畢典6月13日舉辦，受獎學生在國際會議廳內頒獎，不

邀請貴賓，人數不會超過百人，各系所舉辦小畢典，現場同步

視訊。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B2%99%E7%81%98


2020/6/1 2020臺南博物館節 館校攜手「非常日常-藍曬顯影工作坊」-運動-HiNet生活誌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920504 1/3

2020臺南博物館節 館校攜手「非常日常-藍曬顯影工作坊」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今年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辦理「2020臺南博物館節」，南

科考古館與國立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所於5月19日至6月16日合作推出「館校合作

展：非常日常」該展示透過古今結合，希望顛覆民眾對於日常物件的定義與認知，挑

戰並創造非常日常。

考古館與成大團隊規劃辦理2場工作坊，今(5/30)日辦理「南科考古．藍曬顯影」工作

坊，邀請到Onfoto Studio創辦者韓筠青老師，以充滿古典氣質的氰版攝影(藍曬法)，

將考古館周邊植物作為構成顯影的影像道具，透過學員的雙手打造獨一無二的顯影照

片；另一場預計於6月7日(日)辦理「文物測繪」工作坊，邀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

藝術修護學系邵慶旺老師指導學員測繪的基本知識，並結合考古館特色館藏之仿製

品，讓參與學員體驗文物測繪的製作技術，體驗考古員的日常生活。

2020臺南博物館節系列活動，持續推出深受大小朋友喜愛的「博物館攤車逛大街」，

於6月13日(六)至6月14日(日)11：00－17：00在南紡購物中心1F時尚廣場、7月11日

(六)14：00－18：00在新營文化中心旁廣場；今年考古館的攤車載滿著既豐富又有趣

勁報 2020/05/30 17:14(1天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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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物，猶如一個小型行動博物館，還有腦力激盪的互動遊戲，歡迎民眾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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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慢箋快取]讚 領藥快e通 6月1日起加長服務時間，讓病友
更便利

孫宜秋／南市

2020/5/30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大醫

院從6月1日起，預約慢箋領藥時間從

原 本 11:00-18:30 ， 改 為 07:40 ～

20:00，並避免增加停車需求，配合

不同時段於不同地點領藥。

 門診時間停車需求很大，因此，週

一至週五9:00～18:00，於由小東路轉

入的門診大樓 3號側門車道「慢箋快

取棧」領藥。領藥者車輛不入停車

場，釋出停車位給就醫看診者，儘量

改善停車一位難求的問題。

 週一至週五07:40～09:00及18:00～

20:00的時段，則在門診大樓1樓藥局

領藥。

 至於週六8:00～12:00的時段，則全數在「慢箋快取棧」領藥。

 ※提醒你，預約領藥記得攜帶：健保卡及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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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戶外領慢箋 將延長時間
2020-05-30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成大醫院上月中旬開始實施領藥快e通服務，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

免入院、免下車，降低感染風險，防疫獲好評。院方決定自6月1日起加

長服務時間，讓病友更便利。

 成醫指出，6月1日起，預約慢箋領藥時間從原本上午11時～下午6時

30分，改為上午7時40分～晚間8時。為避免增加停車需求，配合不同時

段於不同地點領藥，週一～五上午7時40分～9時，以及下午6～8時時

段，在門診大樓一樓藥局領藥。

 由於門診時間停車需求很大，因此，週一～五上午9時～下午6時，在

由小東路轉入的門診大樓3號側門車道「慢箋快取棧」領藥，領藥者車

輛不入停車場，把停車位讓給就醫看診者，改善停車一位難求的問題。

至於週六上午8～12點時段，則全數在「慢箋快取棧」領藥。

 成醫提醒民眾，週日與國定假日不提供領藥服務，預約領藥也「不提

供磨粉」服務，當天未領藥視同作廢，需重新預約，或至院內取號、領

藥。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8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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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人生>陳建宏骨力守護長
者健康

2020-05-31

高榮南院骨科陳建宏醫師（左），透過衛教教導民眾骨科正確自我保健

知識。（記者汪惠松攝）

 高雄榮總台南分院骨科醫師陳建宏，在門診及手術工作之餘，仍多次

主動配合醫院社區服務，犧牲自己假期或陪伴子女的時間，和醫療團隊

深入社區進行義診及衛教課程，使居住社區長輩們不會因資訊缺乏或行

動不便等限制，錯失了認識正確醫療知識的機會。

 七十二年出生於台南市的陳建宏，自幼生長在醫者家庭，受到曾服務

於空軍八一四醫院的外科醫師父親影響及耳濡目染下，很早就立志要成

為一位服務人群的醫師。陳建宏於台南市長榮高中畢業後，順利考取國

防醫學院醫學系，並曾在台北榮總接受外科醫師的實習訓練。

 陳建宏九十八年自國防醫學院畢業後進入高雄榮總開始為期七年的住

院醫師經歷，期間曾前往日本奈良醫大的足踝外科進行兩個月的研修，

以精進自己未來有負擔的高齡長者骨科領域，一０五年和同為醫師的妻

子一起到高榮台南分院擔任主治醫師，全心投入高齡長者的醫療保健領

域。

 陳建宏表示，在診療過程中，發現許多年長者都因錯誤用藥及生活習

慣造成後續的病痛及治療，因此認為在社區中宣導正確醫療知識，對後

續接受治療甚至手術實為重要。陳建宏也在每次社區衛教服務中，以親

切、幽默的衛教演講方式，讓長輩們在輕鬆歡樂氣氛中了解正確的骨科

保養、關節保健，以獲得良好的生活品質。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86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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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宏診療之餘仍不忘充實自己，持續進修，在完成成功大學體育健

康與休閒研究所後，目前亦續攻讀成大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班。陳建

宏除期望在高齡長者骨科疾病中能用運動取代藥物，延緩需要開刀甚至

失能臥床的年限，未來也能持續將良好的醫療資源帶入社區、深入人

群，把所學貢獻在高齡長者的骨科醫療保健上，為高齡社會的健康環境

盡份心力。  （記者汪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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