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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沈孟儒院長(右3)影像醫學部劉益勝主任(右
4)勞安室許夙君主任(右5)一同宣誓展開「30-40歲員
工肝脾胰腎腹部超音波篩檢」。

落實員工健康照顧 建構友善職場 成大醫院提供員工低劑量
CT肺癌篩檢、腹部超音波檢查

孫宜秋／南市

2020/7/2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大醫

院為加強員工健康守護，7月1日正式

展開「30-40歲員工肝脾胰腎腹部超

音波篩檢」。此項員工健檢預計將以

1年半的時間，完成多達1,900人的檢

查，期能夠早期發現疾病、守護員工

的健康。

 「30-40歲員工肝脾胰腎腹部超音

波篩檢」受檢人數約占全院員工人力

的1/3，考量絕不影響病人檢查之服務量能，影像醫學部放射師團隊配合動員，於

每週一至週四的下午5點以後執行每天8位同仁的受檢。沈孟儒院長為感謝放射師們

的服務熱忱與辛勞，特別前往慰勉、鼓舞工作團隊，並頒發獎勵金，也宣示為期1

年半的員工健檢專案「快樂啟航」。

 建構友善職場並守護員工幸福，是沈孟儒院長推動院務的重點項目，因此加強員

工健康照顧，而且完全從健康的風險評估考量，不分階級與職類，規劃開辦各項健

檢。首波就積極推動「50歲以上員工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肺癌篩檢」，此次針對

「30-40歲員工肝脾胰腎腹部超音波檢查」已是第二波。

 參與此次誓師大會的內科部內視鏡室孫亞蘋，是成大醫院守護員工健康、營造

「友善職場」的受惠者之一。50歲以上員工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肺癌篩檢共有660

位同意受檢，預計今年11月可以完成所有人的檢查，而已完成檢查的433人中，診

斷肺惡性腫瘤的有9人（約2.1%），都已接受手術治療；孫亞蘋是其中之一，幸運

的是，因為此一篩檢得以在早期即發現，並順利經過手術醫治，不需做化療、放

療，目前持續定期追蹤，生活與術前幾無二致。

 孫亞蘋表示，非常感謝院方提供照顧員工健康的健檢，因為她平日生活非常正

常，根本無法想像會罹患肺癌，如果沒有這項篩檢，等到察覺到身體有症狀可能已

難以早期治療，她的生命、生活，甚至是家人和家庭的重大衝擊，不敢想像。因為

「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肺癌篩檢」而救了她和一些同仁，她衷心表示感謝，也提醒

同仁善用醫院特別提供的篩檢，自己與家人都可能因而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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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醫院落實員工健康照顧 建構友善職場 提供員工低劑量CT肺癌篩檢、
腹部超音波檢查

 

記者 : 黃雅娟

成大醫院為加強員工健康守護，7月1日正式展開「30-40歲員工肝脾胰腎腹部超音波篩

檢」。此項員工健檢預計將以1年半的時間，完成多達1,900人的檢查，期能夠早期發現疾

病、守護員工的健康。

「30-40歲員工肝脾胰腎腹部超音波篩檢」受檢人數約占全院員工人力的1/3，考量絕不影響

病人檢查之服務量能，影像醫學部放射師團隊配合動員，於每週一至週四的下午5點以後執

行每天8位同仁的受檢。沈孟儒院長為感謝放射師們的服務熱忱與辛勞，特別前往慰勉、鼓

舞工作團隊，並頒發獎勵金，也宣示為期1年半的員工健檢專案「快樂啟航」。

建構友善職場並守護員工幸福，是沈孟儒院長推動院務的重點項目，因此加強員工健康照

顧，而且完全從健康的風險評估考量，不分階級與職類，規劃開辦各項健檢。首波就積極推

動「50歲以上員工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肺癌篩檢」，此次針對「30-40歲員工肝脾胰腎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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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波檢查」已是第二波。

參與此次誓師大會的內科部內視鏡室孫亞蘋，是成大醫院守護員工健康、營造「友善職場」

的受惠者之一。50歲以上員工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肺癌篩檢共有660位同意受檢，預計今年

11月可以完成所有人的檢查，而已完成檢查的433人中，診斷肺惡性腫瘤的有9人（約2.

1%），都已接受手術治療；孫亞蘋是其中之一，幸運的是，因為此一篩檢得以在早期即發

現，並順利經過手術醫治，不需做化療、放療，目前持續定期追蹤，生活與術前幾無二致。

孫亞蘋表示，非常感謝院方提供照顧員工健康的健檢，因為她平日生活非常正常，根本無法

想像會罹患肺癌，如果沒有這項篩檢，等到察覺到身體有症狀可能已難以早期治療，她的生

命、生活，甚至是家人和家庭的重大衝擊，不敢想像。因為「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肺癌篩

檢」而救了她和一些同仁，她衷心表示感謝，也提醒同仁善用醫院特別提供的篩檢，自己與

家人都可能因而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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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員工健檢快樂啟航　落實健康照顧建構友善職場

亞太新聞網 ATA News

2020年07月02日 01:42

▲成大醫院沈孟儒院長宣示為期1年半的員工健檢專案「快樂啟航」。(圖/記者吳玉惠翻攝)

【亞太新聞網/記者吳玉惠/台南報導】

成大醫院為加強員工健康守護，提供員工低劑量CT肺癌篩檢、腹部超音波檢查。其中「30-40歲員工肝脾胰腎腹部超音波篩檢」於7

月1日正式展開，預計將以1年半的時間，完成多達1,900人的檢查，期能早期發現疾病、守護員工健康。

沈孟儒院長為感謝放射師們的服務熱忱與辛勞，特別前往慰勉、鼓舞工作團隊，並頒發獎勵金，也宣示為期1年半的員工健檢專案

「快樂啟航」。

「30-40歲員工肝脾胰腎腹部超音波篩檢」受檢人數約占全院員工人力的1/3，考量絕不影響病人檢查之服務量能，影像醫學部放射

師團隊配合動員，於每週一至週四的下午5點以後執行每天8位同仁的受檢。

建構友善職場並守護員工幸福，是沈孟儒院長推動院務的重點項目，因此加強員工健康照顧，而且完全從健康的風險評估考量，不分

階級與職類，規劃開辦各項健檢。首波就積極推動「50歲以上員工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肺癌篩檢」，此次針對「30-40歲員工肝脾胰

腎腹部超音波檢查」已是第二波。

https://www.atanews.net/www.atanew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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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歲以上員工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肺癌篩檢共有660位同意受檢，預計今年11月可以完成所有人的檢查，而已完成檢查的433人中，

診斷肺惡性腫瘤的有9人（約2.1%），都已接受手術治療。

參與此次誓師大會的內科部內視鏡室孫亞蘋，是成大醫院守護員工健康、營造「友善職場」的受惠者之一。孫亞蘋因為此一篩檢得以

在早期即發現，並順利經過手術醫治，不需做化療、放療，目前持續定期追蹤，生活與術前幾無二致。

孫亞蘋表示，非常感謝院方提供照顧員工健康的健檢，因為她平日生活非常正常，根本無法想像會罹患肺癌，如果沒有這項篩檢，等

到察覺到身體有症狀可能已難以早期治療，她的生命、生活，甚至是家人和家庭的重大衝擊，不敢想像。因為「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

肺癌篩檢」而救了她和一些同仁，她衷心表示感謝，也提醒同仁善用醫院特別提供的篩檢，自己與家人都可能因而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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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員工腹部超音波健檢 預定1年半完成1900
人
最新更新：2020/07/01 17:26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日電）成大醫院宣布，今天起開始展開成醫30歲至40歲員

工的肝脾胰腎腹部超音波篩檢，預定1年半完成1900人的檢查，以守護員工健康。

成大醫院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成醫30歲至40歲員工的肝脾胰腎腹部超音波篩檢，

受檢人數約占全院員工1/3，每週一至週四下午5時後執行，每天8人。

其實，成醫去年10月23日就開始執行首波員工健檢，項目是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肺

癌篩檢，受檢對象是50歲以上員工，今年30歲至40歲員工肝脾胰腎腹部超音波檢查

是第二波健檢。

成醫統計，首波低劑量電腦斷層肺癌篩檢，共有660人同意受檢，預定今年11月完

成，現階段已完成檢查的433人中，診斷出肺部惡性腫瘤的有9人，且都已接受手術

治療。

內科部內視鏡室孫姓員工是被檢出肺部惡性腫瘤者之一，因早期發現，經過手術醫

治，不需做化療、放療，目前持續定期追蹤，生活和術前幾無二致。（編輯：陳俊

碩）1090701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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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許觀達奈米製出 高效COVID-19蛋白檢測
晶片
2020年07月01日

【記者林寶雲／新竹報導】今年初中共病毒（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全

球，至目前已有1,000多萬人確診，51萬多人死亡，造成全世界恐慌，各國紛紛投入

疫苗及相關檢測藥物研發，希望能遏止疫情的擴散。

成大技轉育成中心舉辦的第三屆創新圓夢計畫，今年共評選出17組新創團隊，其中成

大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許觀達助理教授備受矚目。他以奈米科技製作COVID-19蛋

白檢測晶片，偵測COVID-19個案血液抗體對新冠蛋白的辨識反應，其準確性與精準

度高達95%以上，操作流程平均僅12分鐘。

許觀達指出，新冠病毒一般檢驗上使用核酸檢測，以鼻咽採檢非常不舒服且增加傳染

風險，核酸檢測病毒的遺傳物，在病毒量低或是採檢不到的地方是沒辦法測出的。根

據大陸深圳醫院研究指出，約59%的人經由第一次核酸檢測確診，因此國內以送檢3

許觀達與研究團隊（許觀達提供）

https://www.epochtimes.com.tw/n316659/%E6%88%90%E5%A4%A7%E8%A8%B1%E8%A7%80%E9%81%94%E5%A5%88%E7%B1%B3%E8%A3%BD%E5%87%BA----%E9%AB%98%E6%95%88COVID-19%E8%9B%8B%E7%99%BD%E6%AA%A2%E6%B8%AC%E6%99%B6%E7%89%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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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為確診依據。相反的，以血液抗體檢測檢測人體對外來病毒的免疫反應，在患病7

日後到痊癒數個月後仍可測得，加上採血容易，成為本實驗室的研究開發重點。

受新冠病毒感染的免疫反應存在極大的個體差異，有人症狀很嚴重而有些人沒明顯症

狀，很難以一個或兩個病毒蛋白抗原做為檢測標準，因此市面出現的血液快篩檢測常

常不甚準確，有鑑於此，實驗室跟市場走完全不同的方向，紮實的囊括多種新冠病毒

蛋白，更增加了檢測其他高致病的冠狀病毒，準確並廣泛的研究新冠病毒感染後的免

疫反應及專一性。

許觀達以奈米科技製作COVID-19蛋白檢測晶片（許觀達提供）

許觀達談到蛋白質晶片是高通量篩選平台，非常適合用來解析免疫反應，在一月新冠

病毒爆發時期，他開始苦思設計冠狀病毒蛋白晶片，於二月時完成雛形並於三月時試

量產，經由一系列的生產和品管，得到高品質的新冠病毒蛋白晶片，100%的蛋白表

達與25-50 pg的抗體偵測極限，這個偵測能力比快篩試紙或是酵素免疫分析法強

1,000倍以上，所以可以在少量的血液檢體中獲得最大量的抗體免疫資訊。

接著進一步使用臨床檢體，驗證冠狀病毒蛋白晶片的臨床效益，測定30位新冠確診患

者及30位健康受試者血液中的IgG及IgM，獲得97%的敏感性及97%的特異度。一片

https://img.epochtimes.com.tw/upload/images/2020/07/01/447728_medium.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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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病毒蛋白晶片可以同時檢測14個血液樣本，耗時約150分鐘，平均一個檢體耗時

約12分鐘，由於蛋白晶片上有許多病毒蛋白，他們進一步歸納出一組高效的生物標

誌，可用來生產更準確的新世代快篩試劑。

蛋白質晶片的技術是許觀達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Heng Zhu實驗室學習而來，攜家帶

眷歸國半年以來，忙碌奔波建立新實驗室之際，卻恰巧遇上新冠疫情，發揮了返鄉的

目地，以專長設計製造出冠狀病毒蛋白晶片，在研究室草創之期，無論在經費、儀器

和產品推廣上都有很大的困難，他很感謝成功大學育成中心及圓夢計畫給予經費的支

持、陳健生教授借予儀器、何宗憲醫師、中研院林宜玲研究員、高雄國軍醫院周怡佑

護理師的幫忙與支持，以及學生杜品咸、Batuhan日以繼夜的付出。

許觀達與夫人（左二）、岳母（左一）及研究團隊合影。（許觀達提供）

許觀達表示當初在美國學到的技術，如今授權給美國公司CDI Laboratories (世界最大

的人類蛋白質晶片公司)在歐美販賣，是非常大的肯定。冠狀病毒蛋白晶片已經進入量

產及技術授權階段，未來朝全自動蛋白質晶片診斷系統，以及新世代快篩試劑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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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7月01日訊】（大紀元記者林寶雲台灣新竹綜合報導）今年初COVID-19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至目前已有1000多萬人確診，51萬多人死亡，造成全世界恐慌，各國紛紛投入疫苗及相關檢測藥物研發，希望能遏止疫情的擴

散。成大技轉育成中心舉辦的第三屆創新圓夢計畫，今年共評選出17組新創團隊，其中成大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許觀達助理教授

備受矚目。他以奈米科技製作COVID-19蛋白檢測晶片，偵測COVID-19個案血液抗體對新冠蛋白的辨識反應，其準確性與精準度

高達95%以上，操作流程平均僅12分鐘。

許觀達指出，新冠病毒一般檢驗上使用核酸檢測，以鼻咽採檢非常不舒服且增加傳染風險，核酸檢測病毒的遺傳物，在病毒量低或

是採檢不到的地方是沒辦法測出的。根據大陸深圳醫院研究指出，約59%的人經由第一次核酸檢測確診，因此國內以送檢3次為確

診依據。相反的，以血液抗體檢測檢測人體對外來病毒的免疫反應，在患病7日後到痊癒數個月後仍可測得，加上採血容易，成為

本實驗室的研究開發重點。

受新冠病毒感染的免疫反應存在極大的個體差異，有人症狀很嚴重而有些人沒明顯症狀，很難以一個或兩個病毒蛋白抗原做為檢測

標準，因此市面出現的血液快篩檢測常常不甚準確，有鑑於此，實驗室跟市場走完全不同的方向，紮實的囊括多種新冠病毒蛋白，

更增加了檢測其他高致病的冠狀病毒，準確並廣泛的研究新冠病毒感染後的免疫反應及專一性。

成大許觀達 製出高效檢測晶片

許觀達與研究團隊（許觀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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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觀達以奈米科技製作COVID-19蛋白檢測晶片（許觀達提供）

許觀達談到蛋白質晶片是高通量篩選平台，非常適合用來解析免疫反應，在一月新冠病毒爆發時期，他開始苦思設計冠狀病毒蛋白

晶片，於二月時完成雛形並於三月時試量產，經由一系列的生產和品管，得到高品質的新冠病毒蛋白晶片，100%的蛋白表達與

25-50 pg的抗體偵測極限，這個偵測能力比快篩試紙或是酵素免疫分析法強1000倍以上，所以可以在少量的血液檢體中獲得最大

量的抗體免疫資訊。

接著進一步使用臨床檢體，驗證冠狀病毒蛋白晶片的臨床效益，測定30位新冠確診患者及30位健康受試者血液中的IgG及IgM，獲

得97%的敏感性及97%的特異度。一片冠狀病毒蛋白晶片可以同時檢測14個血液樣本，耗時約150分鐘，平均一個檢體耗時約12

分鐘，由於蛋白晶片上有許多病毒蛋白，他們進一步歸納出一組高效的生物標誌，可用來生產更準確的新世代快篩試劑。

蛋白質晶片的技術是許觀達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Heng Zhu實驗室學習而來，攜家帶眷歸國半年以來，忙碌奔波建立新實驗室之

際，卻恰巧遇上新冠疫情，發揮了返鄉的目地，以專長設計製造出冠狀病毒蛋白晶片，在研究室草創之期，無論在經費、儀器和產

品推廣上都有很大的困難，他很感謝成功大學育成中心及圓夢計畫給予經費的支持、陳健生教授借予儀器、何宗憲醫師、中研院林

宜玲研究員、高雄國軍醫院周怡佑護理師的幫忙與支持，以及學生杜品咸、Batuhan日以繼夜的付出。

許觀達與夫人（左二）、岳母（左一）及研究團隊合影。（許觀達提供）

許觀達表示當初在美國學到的技術，如今授權給美國公司CDI Laboratories（世界最大的人類蛋白質晶片公司）在歐美販賣，是非

常大的肯定。冠狀病毒蛋白晶片已經進入量產及技術授權階段，未來朝全自動蛋白質晶片診斷系統，以及新世代快篩試劑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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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境外新生安心就學措施 　鼓勵提前註冊享優惠　

疫情打亂許多⽇常，成功⼤學照顧109學年秋季班境外新⽣，推出彈性安⼼就
學措施，開放在台灣以外發⾏的信⽤卡（銀聯卡除外）線上繳費，提前於7⽉
1⽇⾄8⽉1⽇繳交新台幣5,000元，即視同完成註冊，還可獲得多項優先權
益，包括優先申請宿舍、開學前多元學習活動。

開學後無論⼊境與否，都可實體及彈性線上課程相互搭配，可於⼊學或返校
就讀後，依系所或通識教育中⼼的規定認可學分。成⼤表⽰，全球疫情仍嚴
峻，為⿎勵學⽣盡快完成註冊，盡早⼊境到校學習，凡提前於7⽉1⽇⾄8⽉1

⽇繳交新台幣5千元即視為完成註冊，其餘相關費⽤，於開學後依校內相關規
定收取。

境外新⽣在8⽉1⽇前完成註冊後，可參與的暑期學習活動，包括教務處的暑
期彈性密集課程，線上學習平台課程（經系所或通識教育中⼼承認學分），
國際處與管理學院合辦全英⽂的Summer school，還有圖書資源使⽤權限，
及優待華語⽂課程學習等，協助預先修習、適應及取得畢業學分。

為讓學⽣學習接續不中斷，開學後無論⼊境與否，學⽣可採實體及線上課程
相互搭配，可於⼊學或返校就讀後，依系所或通識教育中⼼規定認可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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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生入境 教部：暑假可住宿舍
台灣新聞組╱台北1日電  2020年07月01日 06:11

教育部開放港、澳、越南等11國應屆畢業外籍學生入境，實際核准入境只有不到百
人；不少大學抱怨，教育部之前規定學生人境後，由學校提供居家檢疫宿舍，學校

準備好了，又臨時改變要求需住在防疫旅館，一些學生付不起錢，沒辦法入境。

教育部昨晚回應指出，今年因疫情延後開學，導致許多大學仍在上課期間，還沒放

暑假，入境境外生才優先入住校外防疫旅館。教育部預計暑假期間開放啟用校內外

合格的獨棟宿舍及獨層宿舍，供境外生進行檢疫。

教育部開放香港、澳門、越南等11國共2238名應屆畢業境外生返台，今天將有45名
境外生抵達桃園機場，人數比過去幾天多。按教育部統計，截至昨天傍晚共220名境
外生申請返台通過，只占開放人數的一成。

成大指出，原本向教育部提出學生申請入境計畫，6月29日起分三天入境，全被打回
票。原因是已為入境學生準備防疫宿舍，也報請台南市衛生局通過檢核，教育部卻

突然通知不能住宿舍，只能住旅館，由於住旅館一天要花約3000元台幣，住14天對
學生是一大筆負擔，詢問學生表示大多負擔不起，結果就被教育部全部打回票。

成大擔心學生如果一直無法入境，勢必影響學業，且後續還有舊生、新生需入境，

如果一直到9月開學前才突然核准可以入住防疫宿舍，學校也沒辦法提供那麼多宿舍
給學生住。全校約七百名學生需在9月前入境，希望教育部能考量學校立場，同意逐
步分批讓學生入住防疫宿舍。

台南應用科大也有學生及老師抱怨，衛生局通報學校規畫外籍生防疫宿舍，教育部

又要學校通知外籍生住校外，為何中央地方政府不能事先溝通統一規範？學校如能

就近提供隔離住宿，為何還要學生多花錢住到校外？

中正大學說，因教育部規定學生要住防疫旅館，只能媒合學生到校外找地方住。

贊助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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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不起防疫旅館 外籍生進不來
 ｜2020.07.01

【本報綜合報導】教育部開放應屆畢業外籍學生入

境，但數量並不多，大學指出，教育部之前規定學生

人境後，學校必須提供居家檢疫的宿舍，學校也都準

備好了，但又臨時改變要求改在防疫旅館，很多學生

付不起錢，沒辦法入境，學生表示「住宿舍與旅館有

何不同，實在搞不懂。」

成大表示，原本也向教育部提出申請，針對十一國家

地區學生，申請入境，計畫在六月二十九日到七月一

日分三天入境，但全部被打回票。

成大擔心學生如果一直無法入境，勢必影響到學業，

而且後續還有舊生、新生需入境，如果一直到九月開

學前才突然核准可以入住防疫宿舍，學校也沒有辦法

提供那麼多的宿舍給學生住，希望教育部能考量學校

的立場，逐步分批同意讓學生入境入住防疫宿舍。

台南大學也表示，原本有一名香港學生要入境完成畢

業程序，但可能考慮到防疫旅館等花費，而臨時決定

不入境；台南應用科大也有學生老師抱怨，為何中央

地方政府不能事先溝通統一規範；如果學校沒有足夠

能力提供學生防疫住宿，當然只能住防疫旅館，如果

學校能就近提供隔離住宿，為何還要學生多花錢住到

校外，且住校外風險反而更大，不知道教育部為何要

求外籍生一定要住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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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門鹽湖區 新增婚紗亮點
2020-07-02

北門婚紗美地鹽湖區水域，增添多座裝置藝術，成為旅遊新亮點。（記

者盧萍珊攝）

 記者盧萍珊／北門報導

 北門婚紗美地水域的鹽湖區最近增添新亮點，由雲管處委外的經營團

隊與台大、成大建築系的學生一同營造，利用木材、浮筒、帆布等材

料，打造可動式的裝置藝術，期在暑假期間吸引遊客目光。

 北門婚紗美地旁的鹽湖區，原有鯨魚塑像及七星造景，為豐富水域景

觀，委外經營的彝璋文創去年與四所大學合作，由建築系學生設計水面

型裝置藝術美化環境，今年受到疫情影響，僅有台大、成大建築系師生

參與。

 這項創作在端午連假啟動，兩校七十多名師生進駐北門後，繪製設計

圖，還找來木材、浮筒、帆布等材料，作出可動式的水上裝置藝術，包

括有水上盪鞦韆、小帆船，緊鄰水域相當搶眼，吸引遊客拍照。

 來到北門婚紗美地旅遊的民眾表示，鹽湖區適合休閒散步，環著湖邊

步道就能看到這些裝置藝術作品，讓人眼睛為之一亮，也增添水域的亮

點，除浪漫外也有在地的特色。

 另原訂四月舉辦的「二０二０浪漫雙教堂半程馬拉松」公益路跑，受

到疫情影響延後，主辦的中華卓越國際公益協會表示，公益路跑將延到

十月二十四日登場，由北門水晶教堂出發，前往嘉義高跟鞋教堂。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0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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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成功大學建築系學生與北門婚紗美地委外業者合作，利用木材、浮筒、帆布等材

料，製作出無動力水上裝置藝術，讓鹽湖景觀區有了新風貌。（莊曜聰攝）

無動力水上裝置藝術 北門婚紗美地鹽湖區添新風貌
中時 莊曜聰17:27 2020/07/01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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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成功大學建築系學生與北門婚紗美地委外業者合作，利用木材、浮筒、帆布等材

料，製作出無動力水上裝置藝術，讓鹽湖景觀區有了新風貌。（莊曜聰攝）

台灣大學、成功大學建築系學生與北門婚紗美地委外業者合作，利用木材、浮筒、帆布等材

料，製作出無動力水上裝置藝術，讓鹽湖景觀區有了新風貌。（莊曜聰攝）

台南市北門婚紗美地水域環境添亮點，由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委外的鹽湖景觀區變

得更熱鬧，在暑假即將開始前，委外業者與台灣大學、成功大學建築系學生合作，利用5天時

間到當地駐點，繪製設計圖後，運用木材、浮筒、帆布等材料，製作出可動式的水上裝置藝

術，相當特別。

北門婚紗美地旁的鹽湖區，原本是「回滷鹽埕」的鹽灘地，是利用洗鹽廠洗滌後排放的滷水

生產新鹽，在當時是北門鹽場最特殊的鹽田，現在周邊填土闢建為綠地公園，水埕變成鹽

湖，搭配景觀涼亭、環湖步道等設施成為遊憩景點。

鹽湖旁原本就有鯨魚塑像及七星造景，為了豐富鹽湖水域景觀，委外業者彝璋文創去年與4間

大學合作，提供建築系學生創作的機會，設計的水面型裝置藝術既能美化環境，也能做為學

生的期末作業，一舉數得，今年再度舉辦，因疫情影響僅有台大、成大建築系師生響應，但

參與人數增加，規模與去年相同。

兩校師生共71人從端午連假開始就進駐北門，負責接待的鹽鄉餐廳老闆洪有志說，學生們創

意十足，去年還從他店裡借了2台老舊腳踏車，改裝成類似天鵝船的船具，今年還有水上盪鞦

韆、小帆船等特殊設計，花了5天時間總算完成，現在繫留在鹽湖邊，隨風飄盪，還可以讓遊

客拍照打卡，相當有趣。

(中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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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島強度」驚人！　板橋、南港溫差逼近4℃

記者 李頂立 / 攝影 李偉華 報導
2020/07/01 22:57   小 中 大

熱島效應是都市高燒不退的元凶之一，近年來更持續加劇，成大團隊
在全台五大都市設立微型氣候監測站，發現夏季市中心和外圍空曠區
溫度可以差到3.5到4度C，就怕狀況持續惡化，未來連春季、秋季都
要酷熱難耐。

記者李頂立：「我們現在所在位置是台南南美2館，剛剛下過一場暴
雨，目前的空氣溫度大概是在30到31度左右，聽起來沒有非常高溫，
不過實際上感受卻是相當炎熱，為什麼呢？我們透過專業儀器帶您一
探究竟。」

明明是多雲天氣，但儀器上顯示肉眼看不到的輻射熱，竟然高達近40
度。

成大建築學系特聘教授林子平：「這個就是一個黑球溫度，現在是攝
氏39.6度，為什麼會高那麼多呢？因為這個就是來接收所有的可能達

圖／TVBS

https://news.tvbs.com.tw/news/searchresult/news?search_text=%E6%9D%8E%E9%A0%82%E7%AB%8B
https://news.tvbs.com.tw/news/searchresult/news?search_text=%E6%9D%8E%E5%81%89%E8%8F%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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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熱輻射，包含太陽的輻射還有地面的輻射。」

綜合溫濕度、輻射和風量大小，就能判定人體體感溫度，根據成大林
子平教授團隊研究，台灣居民感受到最舒適的體感溫度約在26到30
度，但都市高樓蓄熱、擋風，還有冷氣運轉、汽機車排放等人工熱，
要維持在舒適溫度幾乎不可能。

成大建築學系特聘教授林子平：「當都市的溫度越高、蓄熱量越大的
時候，風又進不來的時候，我們的空氣品質就會變差，過去研究也有
發現，PM2.5在一個比較不通風的狀況，溫度又比較高的狀況，它的
濃度就會大幅提升。」

記者李頂立：「政府的氣象站，一般來說都是安置在郊區或是維護比
較好的空曠區域，不過這樣一來也比較難以掌握都市熱島產生的高溫
效應，因此團隊就是將能夠測試溫濕度的微型氣候監測器安置在都市
的巷弄或是街道當中。」

成大建築學系特聘教授林子平：「它裡面就是有個感測器在這裡，可

圖／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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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今天的溫度從早上六點、十點那現在大概到十一點左右。」

每半個小時回傳微氣候資料到手機APP，過去2到3年來，已在台北、
新北、台中、台南、高雄五大都市架設150到200個監測站，靠著這
些微氣候資訊就能建構「都市環境氣候地圖」。

成大建築學系特聘教授林子平：「那你看以現在設定的時段，這個大
概是在攝氏30度左右，那周邊藍色的部分大概是在攝氏26.5度以
下。」

台南市中心一片通紅，越往外圍空曠郊區氣溫越低，溫差超過3度。
而觀察北台灣情形，6/29日下午1到2點間，板橋、三重、萬華、中
正、大同一帶熱島作用明顯的高溫區約在36.6到36.8度，外圍相對空
曠的南港則只有33.4度，「熱島強度」驚人。

成大建築學系特聘教授林子平：「我們的高溫點都比低溫點每年大概
都1%到3%之間的上升，這是什麼樣的一個警訊呢？以後我們的都市
熱島也許不是只有在夏季，甚至在春天秋天都會有異常的高溫會出
現。」

熱島效應強度持續增強，那又該如何讓都市退燒，林子平教授團隊認

圖／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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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外乎從「降溫、通風、遮蔭」層面著手，增加綠化的面積，甚
至從法規上拉大新興建物的距離。

成大建築學系特聘教授林子平：「譬如說我們可以規範，這個地方譬
如說前面延著人行道再退縮多少，退縮多少之後我可以讓這個風道變
得更寬廣，然後我也可以有一些管制，譬如說在這個空間裡面如果我
有很多人行的話，那上面要有多少的遮蔭。」

但都市發展畢竟不可逆，而且開發的腳步和全球暖化也都不會就此停
止，悶燒中的城市要盼到降溫的一天，仍是一場艱鉅任務。

更新時間：2020/07/01 22:57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2mta9ghJRL4&feature=emb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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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準40億美元市場 臺灣在異位性皮膚炎的創新與機會

異位性⽪膚炎 (atopic dermatitis)，對許多⼈可能是陌⽣的詞彙；但對於臺灣
現有的300多萬位患者與其家⼈，卻是每天需要⾯對的痛苦現實。異位性⽪膚
炎會引發嚴重搔癢、⽪膚發紅等症狀，連帶影響到睡眠、課業、⼯作、和情
緒，對⽣活品質的衝擊很⼤，但⽬前尚無有效解藥。

有鑑於異位性⽪膚炎已成為⽪膚科就診的⾸要原因，且健保資料庫顯⽰臺灣
每五⼈就有⼀⼈曾經因罹患異位性⽪膚炎⽽就醫，⽬前學、研、醫界也投⼊
相當多資源探討異位性⽪膚炎的成因、診斷、預防、和治療。⽽為了整合國
內的研發成果，促進產學交流和合作，並向同樣飽受異位性⽪膚炎所困擾的
新加坡借鏡研發經驗，經濟部⽣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組 (BPIPO) 於2020年
06⽉23⽇舉辦臺新精準預防醫學技術說明會-異位性⽪膚炎，邀請臺灣和新加
坡的專家針對異位性⽪膚炎的研發概況和技術進⾏說明和交流，有數⼗位國
內外業界代表共襄盛舉，討論熱絡。

會中邀請到臺灣異位性⽪膚炎研究的兩位權威，財團法⼈國家衛⽣研究院國
家環境醫學研究所的王淑麗研究員與國⽴成功⼤學過敏及臨床免疫研究中⼼
的王志堯主任，分別針對異位性⽪膚炎的⼈⼯智慧精準預防醫學⽅案，以及
⼈體微⽣物和益⽣菌對於異位性⽪膚炎的調控，分享其最新研究成果與可技
轉項⽬。另外也邀請臺灣的慧智基因股份有限公司蘇怡寧董事⻑，就新⽣兒
異位性⽪膚炎過敏基因檢測分享其臨床和研發經驗。新加坡的部分則邀請到
國家⽪膚中⼼的WS Tan資深主治醫師，就新加坡的國家異位性⽪膚炎研發計
畫分享相關研究⽅向和最新成果。

王淑麗研究員表⽰，異位性⽪膚炎這類過敏性疾病的形成時機⾮常早，研究
中也發現許多會促進孩童發⽣過敏性疾病的危險因⼦；⽽⽬前正在將這些因
⼦整合到⼈⼯智慧的預測模式，並攜⼿台灣⼤哥⼤的PM2.5感測器MyAir，加
⼊⼤數據以更精準預測健康⾵險。未來王研究員的團隊也將持續優化給⼤眾
和臨床使⽤的⾏動裝置APP，以提升⽬前照護的精準度和預防 /預測能⼒。
WS Tan醫師表⽰，新加坡的異位性⽪膚炎盛⾏率也相當⾼，因此將不同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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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醫師、教授、和研究⼈員納⼊國家異位性⽪膚炎研發計畫，結合不同專業
探討異位性⽪膚炎的流⾏病學、⽣理機制、⽪膚共⽣菌的影響、快速⾃動診
斷技術、新興療法、以及可促進病情管控和預防復發的⾏動APP。⽬前在⽪
膚共⽣菌及快速⾃動診斷技術已有可技轉的成果，⾏動APP也已投⼊臨床運
⽤，並正在進⾏臨床試驗以爭取醫療器材軟體  (Software as Medical

Device, SaMD) 認證。

王志堯主任⻑年致⼒於腸道菌相和過敏性疾病之間的連結，並探討環境因⼦
和腸道菌的變化如何影響過敏性疾病的⾵險。王主任表⽰，⽬前團隊透過細
胞、動物、和臨床試驗，有發現對於過敏性症狀和異位性⽪膚炎具改善效果
的益⽣菌組合，⽽未來將持續透過新⽣兒世代收案和追蹤，驗證益⽣菌的過
敏預防和改善效果。⽽蘇怡寧董事⻑也提到從新⽣兒開始做異位性⽪膚炎過
敏基因檢測的重要性，因為可早期發現⾵險和採取衛教介⼊、飲⾷注意、環
境管理等預防措施，進⽽降低發病⾵險。⽬前研究成果顯⽰這樣的主動預防
可降低30%的異位性⽪膚炎發⽣率，對於過敏⾼⾵險族群有相當⼤的助益。

雖然異位性⽪膚炎在臺灣的盛⾏率仍⾼，但臺灣在相關研究有許多領先的成
果，隨著未來⼀⼀投⼊臨床和實際應⽤，將會有助於逆轉⽬前的狀況。今年
四⽉中旬，由中央研究院所開發⽽後來技轉給本⼟廠商的FB825新藥，由臺
灣的合⼀⽣技宣布將授權於丹⿆的⽪膚醫學⼤廠LEO Pharma共同進⾏開
發，並獲得5.3億美元授權⾦，接連帶動⼀波⽣技類股的慶祝⾏情。FB825⽬
前在臺灣進⾏異位性⽪膚炎的第⼆期臨床試驗，對於其他類型的過敏性疾病
也正在驗證臨床效果。⾯對每年⾼達40億美元的國際異位性⽪膚炎照護和治
療市場，這些成果再次凸顯臺灣⽣醫界的創新研發實⼒，也讓臺灣除了防疫
之外，另有異位性⽪膚炎研究的⽣醫新亮點吸引國際⽬光。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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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顎變帥哥 睡覺不再打呼
2020-07-02

從事餐飲業的李昱鵬因顏面歪斜矯正成功，特向醫師鄭可欣道謝。（記

者葉進耀攝）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27歲李姓男子因下巴歪斜且後縮，從讀高中開始對自己的外觀不協調

很沒自信，不論是笑起來或拍照都覺得不自然，睡覺還會打呼，甚至也

有睡眠呼吸中止症，最近做正顎手術後，不但秒變帥哥，連打呼及睡眠

呼吸中止症狀也都消失了。

 成大醫院口腔顎面外科醫師鄭可欣表示，有些人笑起來給人尷尬的印

象，可能來自於戽斗、暴牙、下顎後縮，或是顏面歪斜等原因，其背後

的問題則是牙齒排列與咬合不正，比較輕微的人可以透過矯正牙齒來改

善，但嚴重的可能對健康造成影響，像是下顎後縮壓迫呼吸道，甚至嚴

重的會有呼吸阻塞窒息死亡的風險，就需要接受正顎手術。

 今年4月間，從事餐飲業李昱鵬因顏面歪斜到成醫口腔顎面外科治

療，鄭可欣發現病人咬合不正和下顎後縮等問題，建議作正顎手術矯

正，術前安排三度空間術前模擬，並做了對稱面分析，使病人整體歪斜

的骨架能獲得明顯改善。病人手術花了10個小時，住院四天後才出院，

第一週臉部已消腫7成，第二週恢復8～9成，且顏面歪斜已獲得矯正，

咬合不正和下顎後縮也獲改善，術後2週就回到工作崗位正常工作了。

李昱鵬說，手術前覺得拍照看起來笑容就是怪怪的，睡覺也常被自己的

打呼聲驚醒，術後不只顏面變帥了，睡眠品質也轉好，對於手術很滿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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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鄭可欣表示，牙齒排列與咬合不正造成的問題很多樣，包括戽斗者門

牙區咬不斷食物，吞下大塊的食物可能會有消化不良的問題，牙齒本身

因只有局部接觸而造成磨耗傷害；暴牙患者常伴隨下顎太後縮，躺下時

後縮的下顎連帶往後的舌頭和軟組織會壓迫呼吸道，除打呼外，也可能

合併睡眠呼吸中止症，造成白天嗜睡，嚴重時甚至有呼吸阻塞窒息死亡

的風險；其他如咬合不正可能會造成發音咬字不清楚，或是造成外觀不

協調而被同學取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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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顎手術換臉！戽斗哥變帥哥 「人生不一樣了」

2020-07-01 13:31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27歲李姓男子因為下巴歪斜而且後縮，高中時就很在意自己的

外貌，最近接受正顎手術，竟然秒變帥哥，親友都很驚訝他外

貌的改變，讓他開心「這個錢花的值得。」

他為了要做顏面手術，私下 自己做了很多功課，並到處查資

料，工作之後就慢慢地存錢，今年4月在成大醫院接受手術，

李姓男子接受正顎手術之後外貌大幅改變。記者修瑞瑩／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9%8B%E8%A1%93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E9%86%AB%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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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經恢復的差不多。

成大醫院口腔顎面外科今天舉辦記者會，李姓患者到現場展示

成果；除了這名患者之外，其他的患者在接受手術之後顏面都

有明顯的改變，但是這項手術必須自費，大約在35萬元左右。

成大口腔顎面外科醫師鄭可欣表示，坊間的醫美診所也有在進

行這項手術，但是與醫學中心比較不同的是大醫院比較重視術

後的照顧，因為診所有的在術後當天出院，可能會有麻醉後遺

症的風險。

李女生男子表示，他在術前有打呼問題，術後都改善，手術過

程當中比較辛苦的是手術後的第一周，因為麻醉的影響讓他幾

乎食不下嚥，但是術後很快就消腫休息一周就能上班。

鄭可欣指出，成大前顎面外科主任王東堯醫師和成大機械系方

晶晶教授研發的對稱面分析，據以規劃的手術計劃，使顏面歪

斜的病人術後的對稱性大幅提升。

成大醫院因為增加了顏面歪斜的定位系統，可以客觀分析病人

的顏面歪斜是本身骨頭形狀不對稱，或是對稱結構排列不正的

問題，並將重點置於把上下顎移動到對稱的位置，而非削骨把

下顎修磨成對稱形狀，才不會讓手術的結果只是大歪改成小

歪，而是能使整體歪斜的骨架獲得明顯的改善。

鄭可欣指出，牙齒排列與咬合不正造成的問題很多樣，有：戽

斗者門牙區咬不斷食物，吞下大塊的食物可能會有消化不良的

問題，牙齒本身因只有局部接觸而造成磨耗傷害；暴牙患者常

伴隨下顎太後縮，躺下時後縮的下顎連帶往後的舌頭和軟組織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2%A3%E8%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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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壓迫呼吸道，除打呼外，也可能合併睡眠呼吸中止症，造成

白天嗜睡，嚴重時甚至有呼吸阻塞窒息死亡的風險；其他如咬

合不正可能會造成發音咬字不清楚，或是造成外觀不協調而被

同學取笑等。有這些問題者應找牙醫師評估、治療。

李姓男子接受正顎手術之後外貌大幅改變，右為成大口腔顎面外科醫師鄭

可欣。記者修瑞瑩／攝影

手術 成大醫院 患者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9%8B%E8%A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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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A3%E8%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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戽⽃男變⼤帥哥！ 正顎⼿術成功「換臉」讓⼈⽣⼤不同

▲李姓男⼦接受成⼤醫院⼝腔顎⾯外科鄭可欣醫師，施以正顎⼿術成功「換臉」，戽

⽃男秒變⼤帥哥，讓⼈⽣⼤不同。（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１名27歲李姓男⼦，因從⼩就有下巴歪斜後縮的「戽⽃」情況，令他⾮常在意此⼀外

貌，前往成⼤醫院做「正顎⼿術矯正」，經⼝腔顎⾯外科鄭可欣醫師，術前安排3D術

前模擬，並做對稱⾯分析，使李男整體歪斜⾻架能獲得明顯改善，術後李男秒變帥

哥，從親友驚訝的眼光中，讓李男⼗分滿意⼿術成果。

成⼤醫院⼝腔顎⾯外科鄭可欣醫師說，李男因為顏⾯歪斜、咬合不正和下顎後縮等問

題就醫，經安排正顎⼿術矯正，術前安排了3D術前模擬，並做了對稱⾯分析，以使病

⼈整體歪斜的⾻架能獲得明顯的改善。患者術後第1周已消腫7成，第2周8-9成，且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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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斜已獲得矯正，咬合不正和下顎後縮也獲得改善，術後2週就回到⼯作崗位正常⼯

作了。但是這項⼿術必須⾃費，費⽤⼤約在35萬元左右。

鄭可欣醫⽰，⽛⿒排列與咬合不正造成的問題，主要以正顎⼿術來改善。正顎⼿術會

以精準的3D空間排列⽅式，治療上下顎⾻及咬合排列的問題，術前會先結合3D影像，

以提供⼿術醫師下顎神經的位置，降低截⾻時傷害的⾵險，並模擬治療時的截⾻區⾻

頭接觸情形，讓醫師能更有效率地完成治療。

但以往的正顎⼿術⾮常難改正顏⾯歪斜，成⼤醫院在改正顏⾯歪斜上則具有優勢。鄭

可欣醫師指出，成⼤醫院的優勢，在於前顎⾯外科主任王東堯醫師和成⼤機械系⽅晶

晶教授研發的對稱⾯分析，據以規劃的⼿術計劃，使顏⾯歪斜的病⼈術後的對稱性⼤

幅提升。

成⼤醫院因為增加了顏⾯歪斜的定位系統，可以客觀分析病⼈的顏⾯歪斜是本⾝⾻頭

形狀不對稱，或是對稱結構排列不正的問題，並將重點置於把上下顎移動到對稱的位

置，⽽⾮削⾻把下顎修磨成對稱形狀，才不會讓⼿術的結果只是⼤歪改成⼩歪，⽽是

能使整體歪斜的⾻架獲得明顯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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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可欣指出，⽛⿒排列與咬合不正造成的問題很多樣，有：戽⽃者⾨⽛區咬不斷⾷

物，吞下⼤塊的⾷物可能會有消化不良的問題，⽛⿒本⾝因只有局部接觸⽽造成磨耗

傷害；暴⽛患者常伴隨下顎太後縮，躺下時後縮的下顎連帶往後的⾆頭和軟組織會壓

迫呼吸道，除打呼外，也可能合併睡眠呼吸中⽌症，造成⽩天嗜睡，嚴重時甚⾄有呼

吸阻塞窒息死亡的⾵險；其他如咬合不正可能會造成發⾳咬字不清楚，或是造成外觀

不協調⽽被同學取笑等。有這些問題者應找⽛醫師評估、治療。

鄭可欣強調，有些⼈笑起來給⼈尷尬的印象，可能來⾃於戽⽃、暴⽛、下顎後縮，或

是顏⾯歪斜等原因，其背後則是⽛⿒排列與咬合不正的問題，⽐較輕微的⼈可以透過

矯正⽛⿒來改善，但嚴重的可能對健康造成影響，像是下顎後縮壓迫呼吸道，甚嚴重

的會有呼吸阻塞窒息死亡的⾵險，就需要接受正顎⼿術。

・解決痘痘肌、敏感肌問題，蠟⿈、抗⽼通通搞定

https://shopping.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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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news 今日新聞 >地方

改正顏面歪斜 成大醫院具「最佳對稱平面分析」優
勢

記者陳聖璋 / 台南報導-2020-07-01 20:50:00

▲術前術後對照圖。（圖／成大醫院提供）
有些人笑起來給人尷尬的印象，可能來自於戽斗、暴

牙、下顎後縮，或是顏面歪斜等原因，其背後則是牙

齒排列與咬合不正的問題，比較輕微的人可以透過矯

正牙齒來改善，但嚴重的可能對健康造成影響，像是

下顎後縮壓迫呼吸道，甚嚴重的會有呼吸阻塞窒息死

亡的風險，就需要接受正顎手術。

成大醫院口腔顎面外科醫師鄭可欣表示，牙齒排列與

咬合不正造成的問題，主要以正顎手術來改善，正顎

手術會以精準的三度空間排列方式，治療上下顎骨及

咬合排列的問題，術前會先結合3D影像，以提供手術
醫師下顎神經的位置，降低截骨時傷害的風險，並模

擬治療時的截骨區骨頭接觸情形，讓醫師能更有效率

地完成治療。

▲27歲的李先生表示，接受正顎手術後，不只變帥了，睡眠品質也
轉好。（圖／成大醫院提供）

以往的正顎手術非常難改正顏面歪斜，成大醫院在改

正顏面歪斜上具有優勢，鄭可欣指出，成大醫院的優

勢，在於前顎面外科主任王東堯醫師與成大機械系教

授方晶晶研發的自動分析系統「最佳對稱平面分析

(OSP analys is)」，可經由特殊演算法分析顏面骨之

https://www.nownews.com/
https://www.nownews.com/cat/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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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稱性，據以規劃手術計劃，使顏面歪斜的病人術後

的對稱性大幅提升。

鄭可欣說，有位年輕男性因為顏面歪斜、咬合不正及

下顎後縮等問題就醫，經安排正顎手術矯正，術前安

排了三度空間術前模擬，並做了對稱面分析，以使病

人整體歪斜的骨架能獲得明顯的改善。病人術後第一

周已消腫7成，第二周8-9成，且顏面歪斜已獲得矯
正，咬合不正和下顎後縮也獲得改善，術後2週就回
到工作崗位正常工作。

鄭可欣表示，成大醫院因為增

加顏面歪斜的定位系統，可以客觀分析病人的顏面歪

斜是本身骨頭形狀不對稱，或是對稱結構排列不正的

問題，並將重點置於把上下顎移動到對稱的位置，而

非削骨把下顎修磨成對稱形狀，才不會讓手術的結果

只是大歪改成小歪，而是能使整體歪斜的骨架獲得明

顯的改善。

▲成大醫院口腔顎面外科醫師鄭可欣。（圖／成大醫院提供）

鄭可欣指出，牙齒排列與咬合不正造成的問題很多

樣，例如戽斗者門牙區咬不斷食物，吞下大塊的食物

可能會有消化不良的問題，牙齒本身因只有局部接觸

而造成磨耗傷害。

或者暴牙患者常伴隨下顎太後縮，躺下時後縮的下顎

連帶往後的舌頭和軟組織會壓迫呼吸道，除打呼外，

也可能合併睡眠呼吸中止症，造成白天嗜睡，嚴重時

甚至有呼吸阻塞窒息死亡的風險。其他如咬合不正可

能會造成發音咬字不清楚，或是造成外觀不協調而被

同學取笑等，有這些問題者應找牙醫師評估、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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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戽斗、暴牙超尷尬 「正顎手術」可
改善
Posted By: TainanTalk  七月 1, 2020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有些人笑起來給人尷尬的印象，可能來自於戽斗、暴牙、下顎

後縮，或是顏面歪斜等原因，其背後則是牙齒排列與咬合不正的問題，比較輕微的人可

以透過矯正牙齒來改善，但嚴重的可能對健康造成影響，像是下顎後縮壓迫呼吸道，甚

嚴重的會有呼吸阻塞窒息死亡的風險，就需要接受正顎手術。

（圖說）成大醫院口腔顎面外科鄭可欣醫師(右)與病患李昱鵬（左）。（記者鄭德政
攝）

成大醫院口腔顎面外科鄭可欣醫師說，有位年輕男性，因為顏面歪斜、咬合不正和下顎

後縮等問題就醫，經安排正顎手術矯正，術前安排三度空間術前模擬，並做了對稱面分

析，以使病人整體歪斜的骨架能獲得明顯的改善。病人術後第一周已消腫7成，第二周8-
9成，且顏面歪斜已獲得矯正，咬合不正和下顎後縮也獲得改善，術後2週就回到工作崗
位正常工作。

牙齒排列與咬合不正造成的問題，主要以正顎手術來改善。鄭可欣醫師表示，正顎手術

會以精準的三度空間排列方式，治療上下顎骨及咬合排列的問題，術前會先結合3D影
像，以提供手術醫師下顎神經的位置，降低截骨時傷害的風險，並模擬治療時的截骨區

骨頭接觸情形，讓醫師能更有效率地完成治療。

https://tainantalk.com/category/other/
https://tainantalk.com/author/tainantalk/
https://tainantalk.com/202007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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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患者李昱鵬接受正顎手術後，不只顏面變帥，睡眠品質也轉好，對於手術很滿

意。（記者鄭德政攝）

但以往的正顎手術非常難改正顏面歪斜，成大醫院在改正顏面歪斜上則具有優勢。鄭可

欣醫師指出，成大醫院的優勢，在於前顎面外科主任王東堯醫師和成大機械系方晶晶教

授研發的對稱面分析，據以規劃的手術計劃，使顏面歪斜的病人術後的對稱性大幅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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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李昱鵬手術前(左)後側面比較。（記者鄭德政攝）
成大醫院因為增加顏面歪斜的定位系統，可以客觀分析病人的顏面歪斜是本身骨頭形狀

不對稱，或是對稱結構排列不正的問題，並將重點置於把上下顎移動到對稱的位置，而

非削骨把下顎修磨成對稱形狀，才不會讓手術的結果只是大歪改成小歪，而是能使整體

歪斜的骨架獲得明顯的改善。

鄭可欣醫師指出，牙齒排列與咬合不正造成的問題很多樣，有：戽斗者門牙區咬不斷食

物，吞下大塊的食物可能會有消化不良的問題，牙齒本身因只有局部接觸而造成磨耗傷

害；暴牙患者常伴隨下顎太後縮，躺下時後縮的下顎連帶往後的舌頭和軟組織會壓迫呼

吸道，除打呼外，也可能合併睡眠呼吸中止症，造成白天嗜睡，嚴重時甚至有呼吸阻塞

窒息死亡的風險；其他如咬合不正可能會造成發音咬字不清楚，或是造成外觀不協調而

被同學取笑等。有這些問題者應找牙醫師評估、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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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蔡清欽／台南報導】 2020/07/02

正顎手術成功換臉 戽斗男變大帥哥

27歲李姓男⼦，從⼩就有「戽⽃」情況，令他⾮常在意此⼀外貌，經成⼤醫院⼝腔
顎⾯外科鄭可欣醫師，施以正顎⼿術，術後李男為「戽⽃男」變帥哥，讓李男⼗分
滿意⼿術成果，⾮常慶幸能在成⼤醫院做⼿術。

成⼤醫院⼝腔顎⾯外科醫師鄭可欣說明，李男因為顏⾯歪斜、咬合不正和下顎後縮
等問題就醫，經安排正顎⼿術矯正，術前安排了3D術前模擬，並做了對稱⾯分析，
以使病⼈整體歪斜的⾻架能獲得明顯的改善。患者術後第1周已消腫7成，第2周8⾄
9成，且顏⾯歪斜已獲得矯正，咬合不正和下顎後縮也獲得改善，術後2週就回到⼯
作崗位。

鄭可欣表⽰，⽛⿒排列與咬合不正主要以正顎⼿術來改善。正顎⼿術會以精準的3D

空間排列⽅式，治療上下顎⾻及咬合排列的問題，術前會先結合3D影像，提供醫師
下顎神經的位置，降低截⾻時傷害的⾵險，並模擬治療時的截⾻區⾻頭接觸情形，
讓醫師能更有效率地完成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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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面歪斜手術升高顏值 退役男：有自信敢交

女友了

2020-07-01 16:34

   

有顏面歪斜問題的患者李昱鵬接受手術之前（左）與手術後的改善情形

（右）。（記者王俊忠翻攝）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有些人笑起來給人尷尬印象，可能是戽

斗、暴牙、下顎後縮或顏面歪斜等原因，27歲退役軍人李昱鵬年輕

時就有顏面歪斜、下顎後縮及咬合不正等問題，笑起來與拍照都不自

然，為改變自己外觀，他到成大醫院口腔顎面外科醫師鄭可欣接受正

顎手術、削骨等治療，術後兩週即能回到職場工作。

李昱鵬表示，念高中時發現自己臉龐「走鐘」、很在意笑起來與拍照

都不自然，利用從軍任志願士兵、存了一點錢，選擇自費到成醫接受

矯正手術，雖然開刀後第1週很辛苦、難過，沒食慾，但第2週後就

能回職場工作，對自己術後顏值升高、感到有自信心，且睡覺不再打

鼾、不再有呼吸中止問題，以前沒交過女友，如今敢想努力交位女朋

友了！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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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顏面歪斜接受正顎手術的退役軍人李昱鵬（左者）回到成大醫院感謝

主治的鄭可欣醫師（右者）改善他的顏值與生活品質。（記者王俊忠攝）

成醫口腔顎面外科唯一女主治醫師鄭可欣指出，這些顏面異常與牙齒

排列、咬合不正問題，輕微的可以矯正牙齒改善；嚴重的會影響健

康，像下顎後縮壓迫呼吸道有窒息死亡風險，就要接受正顎手術。

鄭醫師說明，正顎手術會以精準的3度空間排列方式，治療臉部上下

顎骨及咬合排列問題，術前會先結合3D影像，提供手術醫師下顎神

經的位置，降低截骨時傷害的風險，並模擬治療時的截骨區骨頭接觸

情形，讓醫師能更有效率完成治療。

以往正顎手術很難改正顏面歪斜，鄭可欣說，成醫在改正顏面歪斜具

有優勢，這優勢在於前顎面外科主任王東堯醫師與成大機械系方晶晶

教授研發的對稱面分析，據以規劃手術計畫，使顏面歪斜的病人術後

對稱性大幅提升。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0/07/01/3214626_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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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成大醫院口腔顎面外科主治醫師鄭可欣治療後，女患者的下巴戽斗情

形明顯改善。（記者王俊忠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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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顎手術成功「換臉」讓戽斗男變大帥哥

【記者林孟蒨／南市報導】二十七歲李姓男子，從小就有「戽斗」情況，令他非常在意此一外貌，經成大醫院口腔顎面

外科鄭可欣醫師，施以正顎手術，術前安排３Ｄ術前模擬，並做對稱面分析，使李男整體歪斜骨架能獲得明顯改善，術

後李男為「戽斗男」變帥哥，讓李男十分滿意手術成果，非常慶幸能在成大醫院做手術。

成大醫院口腔顎面外科鄭可欣醫師說，李男因為顏面歪斜、咬合不正和下顎後縮等問題就醫，經安排正顎手術矯正，術

前安排了３Ｄ術前模擬，並做了對稱面分析，以使病人整體歪斜的骨架能獲得明顯的改善。患者術後第一周已消腫七

成，第二周八至九成，且顏面歪斜已獲得矯正，咬合不正和下顎後縮也獲得改善，術後二週就回到工作崗位正常工作

了。

鄭可欣醫師表示，牙齒排列與咬合不正造成的問題，主要以正顎手術來改善。正顎手術會以精準的３Ｄ空間排列方式，

治療上下顎骨及咬合排列的問題，術前會先結合３Ｄ影像，以提供手術醫師下顎神經的位置，降低截骨時傷害的風險，

並模擬治療時的截骨區骨頭接觸情形，讓醫師能更有效率地完成治療。

 但以往的正顎手術非常難改正顏面歪斜，成大醫院在改正顏面歪斜上則具有優勢。鄭可欣醫師指出，成大醫院的優勢，

在於前顎面外科主任王東堯醫師和成大機械系方晶晶教授研發的對稱面分析，據以規劃的手術計劃，使顏面歪斜的病人

術後的對稱性大幅提升。

 成大醫院因為增加了顏面歪斜的定位系統，可以客觀分析病人的顏面歪斜是本身骨頭形狀不對稱，或是對稱結構排列不

正的問題，並將重點置於把上下顎移動到對稱的位置，而非削骨把下顎修磨成對稱形狀，才不會讓手術的結果只是大歪

改成小歪，而是能使整體歪斜的骨架獲得明顯的改善。

 鄭可欣醫師指出，牙齒排列與咬合不正造成的問題很多樣，有：戽斗者門牙區咬不斷食物，吞下大塊的食物可能會有消

化不良的問題，牙齒本身因只有局部接觸而造成磨耗傷害；暴牙患者常伴隨下顎太後縮，躺下時後縮的下顎連帶往後的

舌頭和軟組織會壓迫呼吸道，除打呼外，也可能合併睡眠呼吸中止症，造成白天嗜睡，嚴重時甚至有呼吸阻塞窒息死亡

的風險；其他如咬合不正可能會造成發音咬字不清楚，或是造成外觀不協調而被同學取笑等。有這些問題者應找牙醫師

評估、治療。

 鄭可欣醫師強調，有些人笑起來給人尷尬的印象，可能來自於戽斗、暴牙、下顎後縮，或是顏面歪斜等原因，其背後則

是牙齒排列與咬合不正的問題，比較輕微的人可以透過矯正牙齒來改善，但嚴重的可能對健康造成影響，像是下顎後縮

壓迫呼吸道，甚嚴重的會有呼吸阻塞窒息死亡的風險，就需要接受正顎手術，但是這項手術目前必須自費。

http://mypaper.pchome.com.tw/coolanews/post/138034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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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智群（成大醫院斗六分院精神暨長期照護部主治醫師）、張芸瑄（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副教授）】發炎的徵兆

很多人可能會問：「醫師，我怎麼知道自己有沒有慢性發炎？有什麼檢查方法嗎？」事實

上，目前檢驗慢性發炎的實驗室或影像學方法尙未普及於臨床，如細胞激素測定或腦部發

炎掃描等檢查大多來自較高階研究單位的專案計畫。

那麼，治療者是如何判斷個案是否有慢性發炎呢？關鍵就在於臨床症狀／徵兆的分析，其

可協助治療者以最有效率且最貼近病患主觀經驗的方式進行診療，亦可讓個案在每次門診

之間做自我觀察與記錄，就像每天量血壓一樣，有利於篩檢、追蹤、與溝通。

以下我們將

慢性發炎的常見症狀、徵兆

逐一列出。

（一）疲倦

怎麼知道自己正「炎症纏身」？成大醫：看6件事
一檢查便知
2020年07月02日 早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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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種無止盡的疲憊，找不到可以恢復精力的方法，感覺全身彷彿被沉重枷鎖給綑綁一

樣，施展不開。疲憊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心理上的疲憊，覺得提不起勁、無精打采、或

者找不到做事與享樂的動力；另一種則是身體上的疲憊，覺得肌肉無力與動作緩慢。心理

疲憊與大腦前額葉的功能有關，身體疲憊則與腦部紋狀體有關，顯示疲憊不只是一種抽象

的感受（更不是懶惰），而是有其生理學依據。

（二）心情莫名低落、焦慮、不耐煩

經常為一些自己也覺得無關緊要或雞毛蒜皮的瑣事在擔憂，也常會因為生活的小摩擦而對

周遭親友發脾氣。覺得自己什麼事都做不好，彷彿別人都在跟自己作對，甚至對未來沒什

麼期待。容易反芻負面經驗，並過度猜想可能發生可怕的事。

（三）消化道症狀

例如喉嚨梗塞感、便秘、拉肚子或胃食道逆流等症狀。

「我到底怎麼了？做過胃鏡、鼻咽鏡，看過很多醫師，但都查不出為什麼喉嚨會有卡住的

感覺？」

關於這點，筆者經常會與病患分享歇斯底里（Hysteria）一詞的典故。早在西元前四百年，
被稱為現代醫學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將一種多見於女性的焦慮與身體不適的
現象命名為hystéra（辭源為子宮的意思），並認為子宮的四處移位是造成身體多處不適的
原因，比如當子宮上移到喉嚨時便會有梗塞感。姑且不論這古老論點的偏見與不合時宜，

有些人聽了，就會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意識到原來這不是什麼怪病，而是早在幾千年前就

已經被注意到的現象。

其他如便秘、腹瀉、或絞痛等類似腸躁症的症狀也與身體發炎有關，尤其是對壓力及作息

特別敏感的人，比如有人上台前就會拉肚子，或者輪班時常會便秘，嚴重影響生活品質。

（四）皮膚與呼吸道症狀

如果要阻絕外來物入侵，那時時刻刻都與環境有頻繁接觸的皮膚及呼吸道就是第一線邊防

重鎭了。因此，人體很自然的在這兩個部位上布滿了免疫大軍，隨時準備迎戰。但若體內

環境失衡，導致免疫系統對自身或外界有過於強烈的反應時，鼻炎、氣喘、蕁麻疹、或異

位性皮膚炎等皮膚與呼吸道的發炎便接踵而至。臨床上，許多個案也會因為壓力、飮食或

作息不正常而惡化上述症狀，這都顯示慢性發炎的狀況正在發生。

你也會莫名疼痛、很常感冒？發炎的人對於下一頁的這些身體跡象也會覺得感同身受！請

繼續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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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無法被解釋的疼痛

莫名的頭痛、肩頸痛、膏肓痛、四肢痠痛，或胸、腹、臀部的疼痛，看遍骨科、復健科、

腸胃科、或心臟科等，都找不出病因。有些人以為個案是在無病呻吟，或說那是公主病，

但其實個案的感受是無比眞實的，有時根本動彈不得。

舉例來說，有一種稱為纖維肌痛症的疾病，核心症狀是多處肌肉疼痛、疲憊與注意力減

退，但周邊組織根本看不出異常，不管巨觀或微觀都與常人無異，而且疼痛的位置還會四

處遊走。在人們對此「怪病」還不了解時，個案常被誤以為是心理作祟或止痛藥上癮。所

幸，最新研究已指出纖維肌痛症患者的中樞神經其實是處於慢性發炎狀態，合併諸多痛覺

處理機制的異常，還給罹病者治療的機會與公道。

（六）經常感冒

「醫師，我又感冒了。好像每次來看診，都是在流鼻涕和喉嚨痛。我明明就是看身心科，

不是看耳鼻喉科啊……」

經常有個案這麼苦笑著說。有人會問，發炎不是免疫細胞變得活躍嗎？怎麼我還會成天被

病毒給入侵呢？其實，慢性發炎並非持續性的免疫反應增強，相反的，因為來自各路的免

疫細胞、細胞激素及荷爾蒙的複雜互動，有時甚至會出現免疫抑制的效應，如自然殺手細

胞（natural killer cells）和T 細胞被抑制，並有所謂免疫抑制微環境（immunosuppressive
microenvironment）的形成。

因此慢性發炎是一種免疫失調的結果，不但抵禦感染的能力減低，甚至也可能誘發癌變

（此與近年來被大為關注的免疫治療有關），或出現各種過敏。所以慢性發炎的個案經常

在感冒與過敏的交疊發作中度過，有時也很難分淸楚到底是何者了。

本文摘自《發炎世代》／黃智群（成大醫院斗六分院精神暨長期照護部主治醫師）、張芸

瑄（亞洲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遠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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