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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廖峻德教授、研究生徐泓鉦、博後研究員李含、

研究生劉芷雲。

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病毒快篩 獲選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
計畫

孫宜秋／南市

2020/6/30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COVID-

19疫情肆虐全球，許多國家積極研發

快篩技術。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廖峻

德率團隊從材料工程觀點出發，以奈

米陷阱概念設計出捕捉病毒的技術，

即使只有1顆病毒也捉得到。而且，

無需繁複的核酸或抗原抗體檢測，僅

測病毒外包膜化學結構，就能知曉是

否為目標病毒。同時搭配其所開發的「熱區聚集試片」，進一步放大病毒訊號，1

分鐘就能確定，幾無漏網之魚。該技術5月獲選為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將投

入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片開發，期望對防疫有所貢獻。

 科技部工程司於4月公開徵選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全國大專校院、研究機構等，

針對檢疫、預防、治療、設施等防疫面向，共提出約500件計畫申請案，僅7件獲

選。廖峻德教授團隊規劃半年內，建立起新冠病各項圖譜資料庫，以及完成現場檢

疫設施、可四處支援檢疫的檢疫車等原型。團隊已規劃與成大醫學院、成大醫院攜

手跨域合作，再次讓世界看見成大、看見台灣的防疫能量。

 材料工程領域的學者率領團隊，延伸病毒檢測的研究，向科技部提相關的計畫案

還打敗眾敵手，這樣的能量，讓外界大為好奇。廖峻德表示，對材料領域來說，萬

事萬物都是材料，人體組織、病毒、細胞都包含。他透露，之所以申請科技部防疫

科技發展計畫，目的在讓學生了解，材料領域應用無所不包。

 今年4月在材料系大三「生物科技概念」課堂上，廖峻德教授向學生談到材料、

防疫等議題，當時學生都不覺得材料工程與醫學、防疫會產生關聯，甚至覺得老師

講得遠了些。不久，科技部向全國徵求防疫相關計畫，廖峻德決定提案爭取，所提

的計畫案「利用增顯病毒包膜的拉曼特徵峰強度進行快篩」在全國眾多提案中脫穎

而出，再次證明了，材料應用領域的廣泛度。

 病毒極為微小，約100奈米左右大小，廖峻德教授主持的生物醫學應用實驗室，

早在2009年至2012年即以「奈米抓奈米」的構想，投入製作奈米陷阱捕捉病毒的

相關研究。設計出有多個奈米漏斗型孔洞的試片，病毒掉入只能進不能出，即使只

有1顆病毒也抓得到。抓到的病毒，只需測病毒的外包膜化學結構，即可判定是何

種病毒，也能辨識是活病毒、死病毒或是變異病毒。開發的試片已在H1N1禽流

等、SARS、流感等7種病毒的研究上獲得驗證，並於2012年取得專利。

 另外，團隊也考量到，萬一病毒未如預期掉入試片上的孔洞等問題。2019年廖

峻德教授又率學生開發出全新的「熱區聚集試片」，透過雷射光照射試片，試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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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區若有目標病毒，光譜儀器的訊號就會增強、放大。奈米孔洞試片、熱區聚集

試片同時檢測，1分鐘內就能確定。 

 目前檢測病毒，多採核酸檢測方式，藉由核酸定序及分子偵測技術，讀出病毒的

核醣核酸，整個程序最快約需４小時。而且，昂貴的設備也不能隨意遷移。廖峻德

教授表示，自己帶領博後研究員李含、研究生徐泓鉦、劉芷雲、菲律賓博士生Jaya

Sitjar，預定在半年內建立起新冠病毒的拉曼光譜圖譜資料庫，奈米陷阱試片搭配

熱區聚集試片，抓到的病毒，同步檢測病毒外包膜並與圖譜資料庫做比對，１分鐘

內就快篩出新冠病毒。

 為了爭取快篩的最大效益，廖峻德教授團隊最終目標在建立起檢疫車，需要時將

檢疫車開到目的地提供服務，或是緊急建置快篩設備。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世界各

國都擔心境外移入帶來威脅，若能在機場、港口建置檢疫設備，或將防疫車開來就

近支援，把關會更有效率。團隊將在半年內設計出原型車、現場緊急設備原型，也

期盼未來能獲得更多的支持，將實驗室的研究成果、防疫車等理念真正落實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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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研發快篩 1分鐘判讀武肺
2020-06-30

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右起）率研究生徐泓鉦、博後研究員李含、研

究生劉芷雲研發病毒快篩技術。 （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廖峻德率團隊，以奈米陷阱概念設計出捕捉病毒

技術，同時搭配其所開發的「熱區聚集試片」，最快1分鐘就能判斷出

目標病毒。該技術已獲選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將投入新型冠狀病

毒檢測試片的開發。

 科技部工程司於4月公開徵選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全國大專校院、研

究機構等，針對檢疫、預防、治療、設施等防疫面向，共提出約5百件

計畫申請案，僅7件獲選，其中之一就是成大廖峻德教授團隊提出的

「利用增顯病毒包膜的拉曼特徵峰強度進行快篩」計畫案。

 廖峻德教授主持的生物醫學應用實驗室，早在2009年至2012年即投

入製作奈米陷阱捕捉病毒的相關研究，設計出有多個奈米漏斗型孔洞的

試片，病毒掉入只能進不能出，即使只有一顆病毒也抓得到，開發的試

片已在H1N1、SARS、流感等七種病毒的研究上獲得驗證並取得專利。

另外，團隊也考量到，萬一病毒未如預期掉入試片上的孔洞等問題，所

以去年廖峻德教授又率學生開發出全新的「熱區聚集試片」，透過雷射

光照射來放大目標病毒。

 目前檢測病毒多採核酸檢測方式，藉由核酸定序及分子偵測技術，讀

出病毒的核醣核酸，整個程序最快約需4小時。廖峻德表示，他帶領博

後研究員李含、研究生徐泓鉦、劉芷雲、菲律賓博士生Jaya Sitjar，預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0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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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半年內建立起新冠病毒的拉曼光譜圖譜資料庫，奈米陷阱試片搭配

熱區聚集試片，同步檢測病毒外包膜並與圖譜資料庫做比對，最快一分

鐘內就快篩出新冠病毒。

 為了爭取快篩的最大效益，廖峻德教授團隊還計畫在半年內要設計出

可緊急建置的快篩設備及可四處支援檢疫的防疫原型車，把關會更有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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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研發新冠快篩 1分鐘有結果

2020-06-29 23:11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廖峻德帶領研究團隊，利用奈米陷阱捕捉

新冠肺炎病毒，搭配「熱區聚集試片」，放大病毒訊號，只要

1分鐘就能檢測出結果。這項新技術已獲選為科技部防疫科技

發展計畫，將開發檢測試片，團隊計畫再研發檢驗車，隨時開

到需要的地方提供檢疫。

8

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廖峻德（右起）、研究生徐泓鉦、研究員李含、研究生劉芷雲，研發

新型的 新冠肺炎病毒快篩方式。  圖／成 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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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工程司今年4月公開徵選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全國大專

校院、研究機構等針對檢疫、預防、治療、設施等防疫面向，

共提出約500件計畫申請案，僅7件獲選，廖峻德團隊脫穎而

出。

廖峻德團隊早在2009年至2012年即以「奈米抓奈米」的構想，

投入製作奈米陷阱捕捉病毒的相關研究，設計出有多個奈米漏

斗型孔洞的試片，病毒掉入只能進不能出，即使只有1顆病毒

也抓得到。

抓到的病毒，只需測病毒的外包膜化學結構，即可判定是何種

病毒，開發的試片已在H1N1禽流感、SARS、流感等7種病毒

的研究上獲得驗證，並於2012年取得專利。

廖峻德去年又率學生開發出全新的「熱區聚集試片」，透過雷

射光照射試片，試片上的熱區若有目標病毒，光譜儀器的訊號

就會增強、放大，奈米孔洞試片、熱區聚集試片同時檢測，1

分鐘內就能確定。

廖峻德表示，預定在半年內建立新冠病毒的拉曼光譜圖譜資料

庫，同步比對抓到的病毒，並完成可四處支援檢疫的檢驗車原

型。團隊已規畫與成大醫學院和成大醫院攜手跨域合作。

新冠肺炎 COVID-19 成大醫院 禽流感 奈米 SARS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A6%BD%E6%B5%81%E6%84%9F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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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E9%86%AB%E9%99%A2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A6%BD%E6%B5%81%E6%84%9F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5%88%E7%B1%B3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SARS


2020/6/30 1分鐘快速辨認 成大材料系團隊研發新冠病毒快篩 - 生活 - 中時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629004887-260405?chdtv 1/3

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廖峻德（右起）率領研究生徐泓鉦、博後研究員李含、研究生劉芷雲，成

功研發出新冠病毒快篩，只要1分鐘就能辨認。（成大提供／李宜杰台南傳真）

1分鐘快速辨認 成大材料系團隊研發新冠病毒快篩
中時 李宜杰21:31 2020/06/29

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團隊，研發新型新冠肺炎病毒快篩方式。（成大提供／李宜杰台南傳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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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技術於5月獲選為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成大提供／李宜杰台南傳真）

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廖峻德率團隊，以奈米陷阱概念，設計出捕捉病毒技術，即使只有1

顆病毒也捉得到，且無須繁複核酸或抗原抗體檢測，僅測病毒外包膜化學結構，就能知曉是

否為目標病毒，同時搭配所開發的「熱區聚集試片」，進一步放大病毒訊號，1分鐘就能確

定，該技術5月更獲選為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將投入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片開發。

科技部工程司於4月公開徵選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全國大專校院、研究機構等，針對檢疫、預

防、治療、設施等面向，提出約500件計畫申請案，最終僅7件獲選。廖峻德教授團隊規畫半

年內，建立新冠病毒各項圖譜資料庫，並完成檢疫設施、檢疫車等原型。

廖峻德表示，對材料領域來說，萬事萬物都是材料，人體組織、病毒、細胞皆是，他透露，

申請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目的在讓學生了解材料領域應用無所不包。

病毒極為微小，約100奈米左右大小，廖峻德教授主持的生物醫學應用實驗室，早於2009至

2012年，以「奈米抓奈米」為構想，投入製作奈米陷阱捕捉病毒相關研究，並設計出多個奈

米漏斗型孔洞試片，病毒掉入只能進不能出，即使只有1顆病毒也抓得到。

抓到的病毒，只須測病毒的外包膜化學結構，即可判定是何種病毒，也能辨識是活病毒、死

病毒或是變異病毒。開發的試片已在H1N1禽流、SARS、流感等7種病毒研究上獲得驗證，

並於2012年取得專利。

不過，團隊也考量，萬一病毒未如預期掉入試片上的孔洞等問題。2019年，廖峻德教授又率

學生開發出全新的「熱區聚集試片」，透過雷射光照射試片，試片上的熱區若有目標病毒，

光譜儀器的訊號就會增強、放大，透過奈米孔洞試片、熱區聚集試片同時檢測，1分鐘內就能

確定。

目前檢測病毒，多採核酸檢測方式，藉由核酸定序及分子偵測技術，讀出病毒的核醣核酸，

整個程序最快約4小時，而且，昂貴的設備也不能隨意遷移。廖峻德表示，自己帶領博後研究

員李含、研究生徐泓鉦、劉芷雲、菲律賓博士生Jaya Sitjar，預定在半年內建立新冠病毒的拉

曼光譜圖譜資料庫，奈米陷阱試片搭配熱區聚集試片，抓到的病毒，同步檢測病毒外包膜並

與圖譜資料庫做比對，1分鐘內就快篩出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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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爭取快篩的最大效益，廖峻德團隊最終目標為建立檢疫車，將檢疫車開到目的地提供服

務，或是緊急建置快篩設備。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世界各國都擔心境外移入帶來威脅，若能

在機場、港口建置檢疫設備，或將防疫車開來就近支援，把關會更有效率。團隊將在半年內

設計出原型車、現場緊急設備原型，也期盼未來能獲得更多支持，真正落實實驗室的研究成

果、防疫車等理念。

(中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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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鐘就能完成篩檢！成大研究團隊新技術　盼建
「防疫車」讓世界看見台灣

成大研究團隊開發出利用奈米陷阱概念設計出捕捉病毒的技術，配合其所開發的「熱區聚集試片」，只要1分鐘
就能檢測新冠病毒。（取自成功大學網站）

球至今已有超過1000萬人感染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確診，並造成50多萬人死

亡，各國積極研發疫苗、解藥及快篩等設備。成功大學今（29）日表示，材料

系教授廖峻德從材料工程觀點出發，開發利用奈米陷阱概念設計出捕捉病毒的技術，

配合其所開發的「熱區聚集試片」，只要1分鐘就能檢測新冠病毒。

 

羅立邦
(/authors/161169/%E7%BE%85%E7%AB%8B
%E9%82%A6)

2020-06-29 15:55  2035 人氣

https://www.storm.mg/category/22172
https://www.storm.mg/authors/161169/%E7%BE%85%E7%AB%8B%E9%82%A6


2020/6/30 1分鐘就能完成篩檢！成大研究團隊新技術 盼建「防疫車」讓世界看見台灣-風傳媒

https://www.storm.mg/article/2806102 2/3

校方指出，廖峻德開發的技術無須繁複的核酸或抗原抗體檢測，只要測試病毒的外包

膜化學結構，就能確定是否為目標病毒，這項技術也在5月獲選為科技部防疫科技發

展計畫，將投入新冠病毒測試片的開發，是為科技部從500件計畫申請案中，唯7選出

的計畫之一。

校方也說，廖峻德團隊規劃在半年內建立起新冠病毒的各項圖譜資料庫，並完成現場

檢疫設施及可四處支援的檢疫車等原型，目前團隊已經規劃將與成大醫學院、成大醫

院合作，「再次讓世界看見成大、看見台灣的防疫能量。」

校方提到，病毒體積約為100奈米，極為細小，不過廖峻德所主持的生物醫學應用實

驗是早在2009年至2012年就以「奈米抓奈米」的構想，投入製作奈米陷阱捕捉病

毒，並設計出多個奈米漏斗型孔洞試片，讓病毒掉入只能進不能出，即使只有1顆病

毒也能抓得到，之後再測試病毒的外包膜化學結構，就能判斷病毒種類及狀態，該試

片也已在H1N1、SARS、流感等7種病毒的研究上獲得驗證，並已於2012年取得專

利。

廖峻德（圖右）表示，預定在半年內建立起新冠病毒的拉曼光譜圖譜資料庫，未來只要1分鐘就能快篩出新冠

病毒。（取自成功大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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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校方也表示，研究團隊未避免病毒未如預期掉入試片上的孔洞等問題，廖峻德去

年也開發出「熱區聚集試片」，透過雷射光照射試片，若試片上熱區有目標病毒，光

譜儀器的訊號就會增強放大，同時使用奈米孔洞試片、熱區聚集試片對病毒進行檢

測，只要1分鐘內就能確定病毒，而目前一般使用的核酸檢測方式最快則是需要4小

時。 

廖峻德表示，預定在半年內建立起新冠病毒的拉曼光譜圖譜資料庫，利用奈米陷阱試

片搭配熱區聚集試片，將抓到的病毒同步檢測病毒外包膜，並與圖譜資料庫做對比，

只要1分鐘就能快篩出新冠病毒，未來目標則是在建立起「防疫車」，有需要就能將

防疫車開到各地提供服務或建置快篩設備。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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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1顆病毒也捉得到 成大研發病毒快篩技

術

2020-06-29 16:01

   

成大廖峻德團隊以奈米陷阱捕捉病毒技術，搭配熱區聚集試片，即使只有

1顆病毒也捉得到，且檢測病毒外包膜化學結構，1分鐘就能確定，將投入

武漢肺炎病毒檢測試片的開發。（成大提供）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

19）疫情肆虐全球，許多國家積極研發快篩技術。成功大學材料系

教授廖峻德團隊，以奈米陷阱設計捕捉病毒的技術，只有1顆病毒也

捉得到，且僅測病毒外包膜化學結構，搭配團隊開發的「熱區聚集試

片」，1分鐘就能確定，該技術獲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將投入

武漢肺炎病毒檢測試片開發。

廖峻德從材料工程觀點出發，以「利用增顯病毒包膜的拉曼特徵峰強

度進行快篩」，參加科技部4月針對全國大專校院及研究機構公開徵

選的防疫科技發展計畫，於檢疫、預防、治療、設施等面向共約500

件申請案中，脫穎而出，全國僅7件獲選。

讚

https://health.ltn.com.tw/print/breakingnews/321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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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峻德表示，病毒極為微小，約100奈米左右，他所主持的生物醫學

應用實驗室，於2009年至2012年即以「奈米抓奈米」的構想，投入

以奈米陷阱捕捉病毒的相關研究，設計出有多個漏斗型奈米孔洞的試

片，讓病毒掉入後，只能進不能出，即使只有1顆病毒也能抓得到，

再檢測病毒的外包膜化學結構，即可判定是何種病毒，以及辨識是活

病毒、死病毒或變異病毒。

廖峻德指出，相關研究已在H1N1禽流感等、SARS、流感等7種病毒

的研究上獲得驗證，並於2012年取得專利。

萬一病毒未如預期掉入試片上的孔洞，廖峻德於去年又率領博後研究

員李含、研究生徐泓鉦、劉芷雲、菲律賓博士生Jaya Sitjar，開發出

「熱區聚集試片」，透過雷射光照射試片，試片上的熱區若有目標病

毒，光譜儀器的訊號就會增強、放大，2種試片同時檢測，1分鐘內

就能確定，幾無漏網之魚。

廖峻德指出，目前病毒檢測多採核酸檢測方式，整個程序最快約需4

小時，且昂貴的設備不能隨意遷移，他預定在半年內建立起新冠病毒

的拉曼光譜圖譜資料庫，以及完成現場檢疫設施、可四處支援檢疫的

檢疫車等原型，並規劃與成大醫學院、成大醫院攜手合作，再次讓世

界看見台灣的防疫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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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 # 奈米 # 健康醫療 # 快篩 # 武漢肺炎

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右一）率研究生徐泓鉦（右二）、博後研究員李

含（左二）、研究生劉芷雲（左一），研發病毒快篩技術，獲科技部防疫

科技計畫。（成大提供）

成大廖峻德團隊以奈米陷阱捕捉病毒技術，搭配熱區聚集試片，即使只有

1顆病毒也捉得到，且檢測病毒外包膜化學結構，1分鐘就能確定，將投入

武漢肺炎病毒檢測試片的開發。（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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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以奈米陷阱研發快篩 僅1分鐘檢出新冠病
毒
最新更新：2020/06/29 17:24

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廖峻德團隊研發以奈米陷阱概念捕捉病毒，搭配熱區聚集試片技術，1分鐘就可快
篩出新型冠狀病毒。（成大提供）中央社記者楊思瑞台南傳真　109年6月29日

（中央社記者楊思瑞台南29日電）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許多國家積極研發快篩

技術。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廖峻德團隊研發以奈米陷阱概念捕捉病毒，搭配熱區聚集

試片技術，1分鐘就可快篩出新型冠狀病毒。

成功大學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肆虐，

科技部工程司於4月公開徵選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全國大專校院、研究機構等，針對

檢疫、預防、治療、設施等防疫面向，共提出約500件計畫申請案，最後共有7件獲

選，廖峻德團隊的提案為其中之一。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firstnew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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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峻德表示，對材料領域來說，萬事萬物都是材料，人體組織、病毒、細胞都包含。

申請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目的在讓學生了解，材料領域應用無所不包。而這次

所提的計畫案「利用增顯病毒包膜的拉曼特徵峰強度進行快篩」，在全國眾多提案中

脫穎而出，證明材料應用領域的廣泛度。

成大指出，病毒極為微小，但廖峻德主持的生物醫學應用實驗室，早在西元2009年

至2012年時，就以「奈米抓奈米」的構想，投入製作奈米陷阱捕捉病毒的相關研

究。並設計出有多個奈米漏斗型孔洞的試片，病毒掉入只能進不能出，即使只有1顆

病毒也捉得到。

成大指出，捉到的病毒只需測病毒的外包膜化學結構，就可判定是何種病毒；也能辨

識是活病毒、死病毒或是變異病毒。開發的試片已在7種病毒研究上獲得驗證，並於

2012年取得專利。

成大指出，廖峻德2019年再率學生開發出全新的「熱區聚集試片」，透過雷射光照

射試片，試片上的熱區若有目標病毒，光譜儀器的訊號就會增強、放大。奈米孔洞試

片、熱區聚集試片同時檢測，1分鐘內就能確定。

廖峻德表示，目前檢測病毒多採核酸檢測方式，藉由核酸定序及分子偵測技術，讀出

病毒的核醣核酸，整個程序最快約需4小時。而且，昂貴的設備也不能隨意遷移。但

他所帶領的研發團隊，預定在半年內建立起新冠病毒的拉曼光譜圖譜資料庫，以奈米

陷阱試片搭配熱區聚集試片；捉到病毒後，同步檢測病毒外包膜並與圖譜資料庫比

對，1分鐘內就快篩出新冠病毒。

成大指出，廖峻德團隊最終目標在建立檢疫車，需要時將檢疫車開到目的地提供服

務，或是緊急建置快篩設備。未來若能在機場、港口建置檢疫設備，或以防疫車前往

就近支援，把關會更有效率。（編輯：洪學廣）109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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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廖峻德（右）率領實驗室團隊研發病毒快篩技術，1分鐘就可快篩出新型
冠狀病毒，並入選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成大提供）中央社記者楊思瑞台南傳真　109
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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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用奈米抓新冠病毒 研發1分鐘快

篩試片
 ｜2020.06.29

廖峻德教授率團隊以奈米陷阱概念設計出捕捉病毒的技

術，只要1分鐘就能檢測病毒。圖／成大提供

【本報台南訊】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成功大學材料系

教授廖峻德率領團隊，從材料工程觀點出發，以奈米

陷阱概念設計出捕捉病毒的技術，同時搭配「熱區聚

集試片」，進一步放大病毒訊號，只要1分鐘就能檢測

病毒，這項新技術已獲選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

將投入新冠病毒檢測試片開發，團隊也計畫再研發檢

驗車，隨時開到需要的地方提供檢疫。

校方表示，今年4月在「生物科技概念」課堂上，廖峻

德向學生談到材料、防疫等議題，當時學生不覺得材

料工程與醫學、防疫會產生關聯，不久科技部向全國

徵求防疫相關計畫，廖峻德決定提案，所提的計畫

「利用增顯病毒包膜的拉曼特徵峰強度進行快篩」，

在全國眾多提案中脫穎而出，證明材料應用領域的廣

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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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度。

廖峻德教授主持的生物醫學應用實驗室，在2009至

2012年即以「奈米抓奈米」的構想，投入製作奈米陷

阱捕捉病毒的相關研究，設計出有多個奈米漏斗型孔

洞的試片，病毒掉入只能進不能出，即使只有1顆病毒

也抓得到。

圖說：廖峻德教授（右）指導學生做研究。圖／成大

提供

抓到的病毒，只需檢測病毒的外包膜化學結構，即可

判定是何種病毒，也能辨識是活病毒、死病毒或是變

異病毒，開發的試片已在H1N1禽流等、SARS、流感

等7種病毒的研究上獲得驗證，並於2012年取得專

利。

另外，團隊考量到，萬一病毒未如預期掉入試片上的

孔洞等問題，因此去年廖峻德又率學生開發出全新的

「熱區聚集試片」，透過雷射光照射試片，試片上的

熱區若有目標病毒，光譜儀器的訊號就會增強、放

大，1分鐘內就能確定。

目前檢測病毒 多採核酸檢測方式 藉由核酸定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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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檢測病毒，多採核酸檢測方式，藉由核酸定序及

分子偵測技術，讀出病毒的核醣核酸，整個程序最快

約需4小時，且昂貴的設備也不能隨意遷移。

廖峻德團隊最終目標在建立起檢疫車，需要時將檢疫

車開到目的地提供服務，或是緊急建置快篩設備。若

能在機場、港口建置檢疫設備，或將防疫車開來就近

支援，把關會更有效率，團隊將在半年內設計出原型

車、現場緊急設備原型，期盼未來能獲得更多的支

持，將實驗室的研究成果、防疫車等理念真正落實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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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病毒快篩 獲選科技部防疫科
技發展計畫

【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許多國家積極研發快篩技術；成功大學
材料系教授廖峻德率團隊從材料工程觀點出發，以奈米陷阱概念設計出捕捉病毒的技術，即

使只有1顆病毒也捉得到；而且，無需繁複的核酸或抗原抗體檢測，僅測病毒外包膜化學結
構，就能知曉是否為目標病毒；同時搭配其所開發的「熱區聚集試片」，進一步放大病毒訊

號，1分鐘就能確定，幾無漏網之魚。校方表示，該技術5月獲選為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
畫，將投入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片開發，期望對防疫有所貢獻。

科技部工程司於4月公開徵選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全國大專校院、研究機構等，針對檢疫、
預防、治療、設施等防疫面向，共提出約500件計畫申請案，僅7件獲選。成大表示，廖峻
德教授團隊規劃半年內，建立起新冠病各項圖譜資料庫，以及完成現場檢疫設施、可四處支

援檢疫的檢疫車等原型；團隊已規劃與成大醫學院、成大醫院攜手跨域合作，再次讓世界看

見成大、看見臺灣的防疫能量。

材料工程領域的學者率領團隊，延伸病毒檢測的研究，向科技部提相關的計畫案還打敗眾敵

手，這樣的能量，讓外界大為好奇。廖峻德表示，對材料領域來說，萬事萬物都是材料，人

體組織、病毒、細胞都包含。他透露，之所以申請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目的在讓學生

了解，材料領域應用無所不包。

今年4月在材料系大三「生物科技概念」課堂上，廖峻德教授向學生談到材料、防疫等議
題，當時學生都不覺得材料工程與醫學、防疫會產生關聯，甚至覺得老師講得遠了些；不

久，科技部向全國徵求防疫相關計畫，廖峻德決定提案爭取，所提的計畫案「利用增顯病毒

包膜的拉曼特徵峰強度進行快篩」在全國眾多提案中脫穎而出，再次證明了，材料應用領域

的廣泛度。

病毒極為微小，約100奈米左右大小，廖峻德教授主持的生物醫學應用實驗室，早在2009年
至2012年即以「奈米抓奈米」構想，投入製作奈米陷阱捕捉病毒的相關研究。設計出有多
個奈米漏斗型孔洞的試片，病毒掉入只能進不能出，即使只有1顆病毒也抓得到；抓到的病
毒，只需測病毒的外包膜化學結構，即可判定是何種病毒，也能辨識是活病毒、死病毒或是

變異病毒；開發的試片已在H1N1禽流等、SARS、流感等7種病毒的研究上獲得驗證，並於
2012年取得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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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團隊也考量到，萬一病毒未如預期掉入試片上的孔洞等問題；2019年廖峻德教授又
率學生開發出全新的「熱區聚集試片」，透過雷射光照射試片，試片上的熱區若有目標病

毒，光譜儀器的訊號就會增強、放大；奈米孔洞試片、熱區聚集試片同時檢測，1分鐘內就
能確定。

目前檢測病毒，多採核酸檢測方式，藉由核酸定序及分子偵測技術，讀出病毒的核醣核酸，

整個程序最快約需４小時；而且，昂貴的設備也不能隨意遷移。廖峻德教授表示，自己帶領

博後研究員李含、研究生徐泓鉦、劉芷雲、菲律賓博士生Jaya Sitjar，預定在半年內建立起
新冠病毒的拉曼光譜圖譜資料庫，奈米陷阱試片搭配熱區聚集試片，抓到的病毒，同步檢測

病毒外包膜並與圖譜資料庫做比對，1分鐘內就快篩出新冠病毒。

為了爭取快篩的最大效益，廖峻德教授團隊最終目標在建立起檢疫車，需要時將檢疫車開到

目的地提供服務，或是緊急建置快篩設備；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世界各國都擔心境外移入帶

來威脅，若能在機場、港口建置檢疫設備，或將防疫車開來就近支援，把關會更有效率；團

隊將在半年內設計出原型車、現場緊急設備原型，也期盼未來能獲得更多的支持，將實驗室

的研究成果、防疫車等理念真正落實運作。

https://1.bp.blogspot.com/-R53iIk6hn-Y/Xvmp1nkWBGI/AAAAAAAGBmo/Sy42bIZdiaU2L_tcAwGymaljc6IFsChpQCLcBGAsYHQ/s1600/1593413749747.jpg


2020/6/30 中華海峽傳媒: 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病毒快篩 獲選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

www.ccsn0405.com/2020/06/blog-post_571.html 3/3

分類：教育學術

標籤：國立成功大學, 

 #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 #病毒快篩 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病毒快篩 獲選科技部防疫
科技發展計畫 

https://1.bp.blogspot.com/-7El9FVAeLgI/Xvmp1j-DcCI/AAAAAAAGBms/C6RVEmIPMTEBIqvZoPSw8tEXC4YS5kuWwCLcBGAsYHQ/s1600/1593413751803.jpg


2020/6/30 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病毒快篩」 獲選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  | ETtoday生活 | ETtoday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629/1748478.htm 1/3

ETtoday新聞雲 > 生活 2020年06月29日 14:15

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病毒快篩」　獲選科技
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　

▲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廖峻德、研究生徐泓鉦、博後研究員李含、研究生劉芷雲（右起）的研究團

隊以「病毒快篩」，獲選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許多國家積極研發快篩技術，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

廖峻德率團隊從材料工程觀點出發，以奈米陷阱概念設計出捕捉病毒的技術，即使只

有1顆病毒也捉得到，而且無需繁複的核酸或抗原抗體檢測，僅測病毒外包膜化學結

構，就能知曉是否為目標病毒。

同時搭配其所開發的「熱區聚集試片」，進一步放大病毒訊號，1分鐘就能確定，幾無

漏網之魚。該技術5月獲選為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將投入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片

開發，期望對防疫有所貢獻。

科技部工程司於4月公開徵選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全國大專校院、研究機構等，針對檢

疫、預防、治療、設施等防疫面向，共提出約500件計畫申請案，僅7件獲選。廖峻德

教授團隊規劃半年內，建立起新冠病各項圖譜資料庫，以及完成現場檢疫設施、可四

https://www.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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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支援檢疫的檢疫車等原型。團隊已規劃與成大醫學院、成大醫院攜手跨域合作，再

次讓世界看見成大、看見台灣的防疫能量。

材料工程領域的學者率領團隊，延伸病毒檢測的研究，向科技部提相關的計畫案還打

敗眾敵手，這樣的能量，讓外界大為好奇。廖峻德表示，對材料領域來說，萬事萬物

都是材料，人體組織、病毒、細胞都包含。他透露，之所以申請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

計畫，目的在讓學生了解，材料領域應用無所不包。

今年4月在材料系大三「生物科技概念」課堂上，廖峻德教授向學生談到材料、防疫等

議題，當時學生都不覺得材料工程與醫學、防疫會產生關聯，甚至覺得老師講得遠了

些。不久，科技部向全國徵求防疫相關計畫，廖峻德決定提案爭取，所提的計畫案

「利用增顯病毒包膜的拉曼特徵峰強度進行快篩」在全國眾多提案中脫穎而出，再次

證明了，材料應用領域的廣泛度。

病毒極為微小，約100奈米左右大小，廖峻德教授主持的生物醫學應用實驗室，早在

2009年至2012年即以「奈米抓奈米」的構想，投入製作奈米陷阱捕捉病毒的相關研

究。設計出有多個奈米漏斗型孔洞的試片，病毒掉入只能進不能出，即使只有1顆病毒

也抓得到。抓到的病毒，只需測病毒的外包膜化學結構，即可判定是何種病毒，也能

辨識是活病毒、死病毒或是變異病毒。開發的試片已在H1N1禽流等、SARS、流感等7

種病毒的研究上獲得驗證，並於2012年取得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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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團隊也考量到，萬一病毒未如預期掉入試片上的孔洞等問題。2019年廖峻德教

授又率學生開發出全新的「熱區聚集試片」，透過雷射光照射試片，試片上的熱區若

有目標病毒，光譜儀器的訊號就會增強、放大。奈米孔洞試片、熱區聚集試片同時檢

測，1分鐘內就能確定。

目前檢測病毒，多採核酸檢測方式，藉由核酸定序及分子偵測技術，讀出病毒的核醣

核酸，整個程序最快約需４小時。而且，昂貴的設備也不能隨意遷移。廖峻德教授表

示，自己帶領博後研究員李含、研究生徐泓鉦、劉芷雲、菲律賓博士生Jaya Sitjar，

預定在半年內建立起新冠病毒的拉曼光譜圖譜資料庫，奈米陷阱試片搭配熱區聚集試

片，抓到的病毒，同步檢測病毒外包膜並與圖譜資料庫做比對，１分鐘內就快篩出新

冠病毒。

為了爭取快篩的最大效益，廖峻德教授團隊最終目標在建立起檢疫車，需要時將檢疫

車開到目的地提供服務，或是緊急建置快篩設備。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世界各國都擔

心境外移入帶來威脅，若能在機場、港口建置檢疫設備，或將防疫車開來就近支援，

把關會更有效率。團隊將在半年內設計出原型車、現場緊急設備原型，也期盼未來能

獲得更多的支持，將實驗室的研究成果、防疫車等理念真正落實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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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病毒快篩 獲
選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
Posted By: TainanTalk  六月 29, 2020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許多國家積極研發快篩技術。成功大學材

料系教授廖峻德率團隊從材料工程觀點出發，以奈米陷阱概念設計出捕捉病毒的技術，

即使只有1顆病毒也捉得到。而且，無需繁複的核酸或抗原抗體檢測，僅測病毒外包膜化
學結構，就能知曉是否為目標病毒。同時搭配其所開發的「熱區聚集試片」，進一步放

大病毒訊號，1分鐘就能確定，幾無漏網之魚。該技術5月獲選為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
畫，將投入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片開發，期望對防疫有所貢獻。

（圖說）2019年廖峻德教授又率學生開發出全新的「熱區聚集試片」，透過雷射光照射
試片，試片上的熱區若有目標病毒，光譜儀器的訊號就會增強、放大。（記者鄭德政

攝）

科技部工程司於4月公開徵選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全國大專校院、研究機構等，針對檢
疫、預防、治療、設施等防疫面向，共提出約500件計畫申請案，僅7件獲選。廖峻德教
授團隊規劃半年內，建立起新冠病毒各項圖譜資料庫，以及完成現場檢疫設施、可四處

支援檢疫的檢疫車等原型。團隊已規劃與成大醫學院、成大醫院攜手跨域合作，再次讓

世界看見成大、看見台灣的防疫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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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團隊大合照：右起廖峻德教授、研究生徐泓鉦、博後研

究員李含、研究生劉芷雲。（記者鄭德政攝）

材料工程領域的學者率領團隊延伸病毒檢測的研究，向科技部提相關的計畫案還打敗眾

多敵手，這樣的能量，讓外界大為好奇。廖峻德表示，對材料領域來說，萬事萬物都是

材料，人體組織、病毒、細胞都包含。他透露，之所以申請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

目的在讓學生了解，材料領域應用無所不包。

今年4月在材料系大三「生物科技概念」課堂上，廖峻德教授向學生談到材料、防疫等議
題，當時學生都不覺得材料工程與醫學、防疫會產生關聯，甚至覺得老師講得遠了些。

不久，科技部向全國徵求防疫相關計畫，廖峻德決定提案爭取，所提的計畫案「利用增

顯病毒包膜的拉曼特徵峰強度進行快篩」，在全國眾多提案中脫穎而出，再次證明材料

應用領域的廣泛度。

病毒極為微小，約100奈米左右大小，廖峻德教授主持的生物醫學應用實驗室，早在
2009年至2012年即以「奈米抓奈米」的構想，投入製作奈米陷阱捕捉病毒的相關研究。
設計出有多個奈米漏斗型孔洞的試片，病毒掉入只能進不能出，即使只有1顆病毒也抓得
到。抓到的病毒，只需測病毒的外包膜化學結構，即可判定是何種病毒，也能辨識是活

病毒、死病毒或是變異病毒。開發的試片已在H1N1禽流等、SARS、流感等7種病毒的研
究上獲得驗證，並於2012年取得專利。
另外，團隊也考量到，萬一病毒未如預期掉入試片上的孔洞等問題。2019年廖峻德教授
又率學生開發出全新的「熱區聚集試片」，透過雷射光照射試片，試片上的熱區若有目

標病毒，光譜儀器的訊號就會增強、放大。奈米孔洞試片、熱區聚集試片同時檢測，1分
鐘內就能確定。 
目前檢測病毒，多採核酸檢測方式，藉由核酸定序及分子偵測技術，讀出病毒的核醣核

酸，整個程序最快約需４小時。而且，昂貴的設備也不能隨意遷移。廖峻德教授表示，

自己帶領博後研究員李含、研究生徐泓鉦、劉芷雲、菲律賓博士生Jaya Sitjar，預定在半
年內建立起新冠病毒的拉曼光譜圖譜資料庫，奈米陷阱試片搭配熱區聚集試片，抓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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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同步檢測病毒外包膜並與圖譜資料庫做比對，１分鐘內就快篩出新冠病毒。

為爭取快篩最大效益，廖峻德教授團隊最終目標在建立起檢疫車，需要時將檢疫車開到

目的地提供服務，或是緊急建置快篩設備。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世界各國都擔心境外移

入帶來威脅，若能在機場、港口建置檢疫設備，或將防疫車開來就近支援，把關會更有

效率。團隊將在半年內設計出原型車、現場緊急設備原型，也期盼未來能獲得更多的支

持，將實驗室的研究成果、防疫車等理念真正落實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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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孟翰／南市報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許多國家積極研發快篩技術，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廖峻德率團隊從

材料工程觀點出發，以奈米陷阱概念設計出捕捉病毒的技術，即使只有一顆病毒也捉得到，而且無需繁複的核酸或抗原

抗體檢測，僅測病毒外包膜化學結構，就能知曉是否為目標病毒。

同時搭配其所開發的「熱區聚集試片」，進一步放大病毒訊號，一分鐘就能確定，幾無漏網之魚。該技術五月獲選為科

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將投入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片開發，期望對防疫有所貢獻。

科技部工程司於四月公開徵選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全國大專校院、研究機構等，針對檢疫、預防、治療、設施等防疫面

向，共提出約五百件計畫申請案，僅七件獲選。廖峻德教授團隊規劃半年內，建立起新冠病各項圖譜資料庫，以及完成

現場檢疫設施、可四處支援檢疫的檢疫車等原型。團隊已規劃與成大醫學院、成大醫院攜手跨域合作，再次讓世界看見

成大、看見台灣的防疫能量。

材料工程領域的學者率領團隊，延伸病毒檢測的研究，向科技部提相關的計畫案還打敗眾敵手，這樣的能量，讓外界大

為好奇。廖峻德表示，對材料領域來說，萬事萬物都是材料，人體組織、病毒、細胞都包含。他透露，之所以申請科技

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目的在讓學生了解，材料領域應用無所不包。

病毒極為微小，約一００奈米左右大小，廖峻德教授主持的生物醫學應用實驗室，早在二００九年至二０一二年即以

「奈米抓奈米」的構想，投入製作奈米陷阱捕捉病毒的相關研究。設計出有多個奈米漏斗型孔洞的試片，病毒掉入只能

進不能出，即使只有一顆病毒也抓得到。抓到的病毒，只需測病毒的外包膜化學結構，即可判定是何種病毒，也能辨識

是活病毒、死病毒或是變異病毒。開發的試片已在Ｈ１Ｎ１禽流等、ＳＡＲＳ、流感等７種病毒的研究上獲得驗證，並

於二０一二年取得專利。

另外，團隊也考量到，萬一病毒未如預期掉入試片上的孔洞等問題。二０一九年廖峻德教授又率學生開發出全新的「熱

區聚集試片」，透過雷射光照射試片，試片上的熱區若有目標病毒，光譜儀器的訊號就會增強、放大。奈米孔洞試片、

熱區聚集試片同時檢測，一分鐘內就能確定。　

目前檢測病毒，多採核酸檢測方式，藉由核酸定序及分子偵測技術，讀出病毒的核醣核酸，整個程序最快約需四小時，

而且昂貴的設備也不能隨意遷移。廖峻德教授表示，自己帶領博後研究員李含、研究生徐泓鉦、劉芷雲、菲律賓博士生

Ｊａｙａ　Ｓｉｔｊａｒ，預定在半年內建立起新冠病毒的拉曼光譜圖譜資料庫，奈米陷阱試片搭配熱區聚集試片，抓

到的病毒，同步檢測病毒外包膜並與圖譜資料庫做比對，一分鐘內就快篩出新冠病毒。為了爭取快篩的最大效益，廖峻

德教授團隊最終目標在建立起檢疫車，需要時將檢疫車開到目的地提供服務，或是緊急建置快篩設備。

台長： coola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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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開發「熱區聚集試片」 新冠病毒1分鐘
快篩

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廖峻德團隊設計奈米陷阱捕捉病毒技術，即使只有1顆病毒也捉得到，
且無須繁複核酸或抗原抗體檢測，僅測病毒外包膜化學結構，就能知曉是否為目標病毒，再

搭配「熱區聚集試片」，放大病毒訊號只要1分鐘就能檢測出結果。

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廖峻德團隊，2009年至2012年利用「奈米抓奈米」的構想，投入製作
奈米陷阱捕捉病毒的相關研究，2019年這個團隊又開發出全新的「熱區聚集試片」，透過雷
射光照射試片，若有目標病毒光譜儀器的訊號就會增強，放大1分鐘內就能確定病毒。

成功大學材料系特聘教授廖峻德說：「物理做的試片，這個試片通常是粗糙的，但經過特殊

設計以後它可以抓住這個目標的那個分子或病毒，那我們這個的話只要有它的訊號可以加強

到十的八次方倍，所以大大縮短這個需要去累積病毒時間。」

廖峻德進一步解釋，抓到的病毒只需測病毒的外包膜化學結構，即可判定是何種病毒。過去

開發的試片已在H1N1禽流感、SARS、流感等7種病毒的研究上獲得驗證，並於2012年取得
專利。未來將在半年內，建立武漢肺炎的拉曼光譜圖譜資料庫，同步比對抓到的病毒，並完

成四處支援檢疫的檢驗車原型。

廖峻德說：「未來目標就是積極跟成大醫院合作，因為成大醫院有病毒的來源，未來規劃希

望有一台移動式的快篩的防疫車可以到機場港口、夜店、電影院對民眾做快速篩檢。」

科技部今年4月公開徵選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全國大專校院、研究機構共提出約500件計畫申
請案僅7件獲選，廖峻德團隊脫穎而出。而這項新技術已獲選為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
將開發檢測試片，團隊也規劃與成大醫學院和成大醫院攜手跨域合作，為防疫盡一分心力。

溫正衡 台南報導

2 0 2 0年6月3 0日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itrFtrcn7E&feature=emb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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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病毒捕捉新技術 快篩1分鐘搞定

2020/06/30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一
波波再起，似乎沒有減弱的
跡象，該病毒的快篩技術研
發，都成了各國研究的重
點。由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系
教授廖峻德所率領的研發團
隊，以材料工程觀點出發，
從奈米陷阱概念設計出捕捉
病毒的技術，即使只有1顆病
毒也捉得到！

據了解，該項研究無需繁複
的核酸或抗原抗體檢測，僅

測病毒外包膜化學結構，就能知曉是否為目標病毒。再搭配所開發的「熱區聚集試
片」，進一步將病毒訊號放大，1分鐘就能確定。此向技術5月獲選為科技部防疫科技發
展計畫，將投入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片開發，企盼對防疫有所貢獻。

廖峻德表示，對材料領域來說，萬事萬物都是材料，人體組織、病毒、細胞都包含。他
透露，之所以申請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目的在讓學生了解，材料領域應用無所不
包。

由於病毒極為微小，約僅100奈米左右，廖峻德教授主持的生物醫學應用實驗室，早在
2009年至2012年即以「奈米抓奈米」的構想，投入製作奈米陷阱捕捉病毒的相關研
究。設計出有多個奈米漏斗型孔洞的試片，病毒掉入只能進不能出，即使只有1顆病毒
也抓得到。抓到的病毒，只需測病毒的外包膜化學結構，即可判定是何種病毒，也能辨
識是活病毒、死病毒或是變異病毒。開發的試片已在H1N1禽流等、SARS、流感等7種
病毒的研究上獲得驗證，並於2012年取得專利。

2019年廖峻德教授又率學生開發出全新的「熱區聚集試片」，透過雷射光照射試片，
試片上的熱區若有目標病毒，光譜儀器的訊號就會增強、放大。奈米孔洞試片、熱區聚
集試片同時檢測，1分鐘內就能確定。 該研究團隊預定在半年內建立起新冠病毒的拉曼
光譜圖譜資料庫，奈米陷阱試片搭配熱區聚集試片，抓到的病毒，同步檢測病毒外包膜
並與圖譜資料庫做比對，１分鐘內就快篩出新冠病毒

廖峻德教授團隊規劃半年內，建立起新冠病各項圖譜資料庫，以及完成現場檢疫設施、
可四處支援檢疫的檢疫車等原型。團隊已規劃與成大醫學院、成大醫院攜手跨域合作，
再次讓世界看見成大、看見台灣的防疫能量。【記者  鄭昱庭整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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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教授廖峻德（右一）團隊將運用奈米陷阱技術，投入新型冠狀病毒檢

測試片的開發。（成大提供）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廖峻德團隊研發用奈

米陷阱捕捉病毒的技術，即使只有一顆病毒也捉得到，且檢測病毒外

包膜化學結構，就能得知是否為目標病毒，搭配團隊開發的「熱區聚

集試片」放大病毒訊號，一分鐘就能確定。該技術在全國五百件申請

案中脫穎而出，獲選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團隊將投入新型冠狀

病毒檢測試片的開發。

廖峻德表示，病毒的大小約一百奈米，極為微小，他主持的生物醫學

應用實驗室，在二○○九年至二○一二年就已用「奈米抓奈米」的方

式，投入製作奈米陷阱捕捉病毒的研究，設計出有多個漏斗型奈米孔

洞的試片，讓病毒掉入後，只能進不能出，就算只有一顆病毒也抓得

到。且無須繁複的核酸或抗原抗體檢測，藉由檢測病毒的外包膜化學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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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即可判定是何種病毒，並能辨識是活病毒、死病毒或是變異病

毒。

廖峻德指出，奈米孔洞試片已在H1N1禽流感、SARS、流感等七種

病毒的研究上獲得驗證，二○一二年取得專利。

成大團隊設計出有多個漏斗型奈米孔洞的試片，讓病毒只進不出，易於捕

捉。（成大提供）

設奈米陷阱 搭熱區聚集試片抓病毒

去年，他再率領博後研究員李含、研究生徐泓鉦、劉芷雲、菲律賓博

士生Jaya Sitjar，開發出「熱區聚集試片」，透過雷射光照射試片，

試片上的熱區若有目標病毒，光譜儀器的訊號就會增強、放大，奈米

孔洞試片與熱區聚集試片同時檢測，幾無漏網之魚，一分鐘內就能確

定。

廖峻德規劃在半年內，建立起新冠病毒各項圖譜資料庫，完成現場檢

疫設施、可四處支援檢疫的檢疫車等原型，並將與成大醫學院、成大

醫院合作，再次讓世界看見台灣的防疫能量。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0/06/30/9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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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峻德說明，目前的病毒檢測多採核酸檢測方式，整個程序最快約需

四小時，昂貴的設備也不能隨意遷移。因此，團隊的最終目標是建立

檢疫車，必要時可開到目的地，提供服務或緊急建置快篩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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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學生入境核准數少 大學：學生哪有錢住防疫

旅館

2020-06-30 13:06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昨天 首批應屆畢業的外籍學生 入境，但數量並不 多 ， 大學反

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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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舍與旅館有何不同，實

在搞不懂」

成 大申請外籍學生 入境，卻因住宿問題被打回票。圖／本報資料照片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8%82%B2%E9%83%A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E%BF%E8%88%8D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98%B2%E7%96%AB%E6%97%85%E9%A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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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最近同意讓港、澳、越南等11國的應屆畢業境外學生入

境，以趕在學期末完成畢業相關事宜，估計有2238名學生可入

境，但實際核准入境只有不到百人，首天首批學生順利抵台，

依規定入住防疫旅館進行14天的居家檢疫。而後續針對舊生、

新生，還有更多的學生排隊等待入境。

成大表示，原本也向教育部提出申請，針對11國學生，申請入

境，原本計畫在6月29日到7月1日分三天入境，但首批就被打

回票。

學校表示，主要原因是學校原本為入境學生準備了防疫宿舍，

也都報請台南市衛生局通過檢核，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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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數千元，住14天對

學生是一大筆負擔，經詢問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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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必影響到學業，而且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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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表示，扣除大陸部分，目前全校有約700名的學生需要在9

月前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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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因為

南大的外籍學生較少，原本就沒有防疫宿舍，而是要求需入住

防疫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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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原本有600多個房間的防疫旅館，但目前因為國旅夯，

各家飯店的生意都不錯，已有不少業者取消防疫旅館，台南市

觀光旅遊局表示現在還是有大約400多間房，應該可以供應入

境學生的需求。

成大申請外籍學生入境，卻因住宿問題被打回票。圖／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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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的此刻，全球新冠肺炎的感染人數已超過1000萬、死亡人數突破50萬人。備受批

評、防疫章法紊亂的美國，死亡人數已經超過其在越戰、韓戰的死亡士兵總數。

對數十年前，以「微生物在環境中傳播所造成的健康危害」為主題，完成學位論文的

我來說，尤其百感交集。

文—蘇慧貞、未來高教
2020-06-29

成大校長蘇慧貞：後新冠時代，高教還要講求國際移動

力嗎？

【未來高教專欄】多年來，各級教育已經把「國際移動力」視為課程規劃的核心內

涵。然而在新冠疫情後，該如何調整這個舉足輕重的高教主軸？如何評量學生未來的

職涯能力？

圖片來源：Photo by Pang Yuhao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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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數十年來，以高等教育工作為生活和生命核心的我來說，同樣巨大、直接的省思還

包括，根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在4月初公布的統計，因為疫情，影響了全球186個國

家、超過15億的受教者正在接受的教育方式，這個數字約莫是全球在學人口的90%。

因應這一波疾風勁速來襲的疫情，科技的便利性使得校園場域中的現場學習，幾乎全

面改以線上、遠距學習為唯一選項。

資料顯示，疫情初起的3月，台灣線上課程佔所有課程比例，從約3%迅速增加至27%

左右。短短三週，Coursera出現超過1.7萬筆來自全世界120多個大學的查詢、超過

3000所大學在平台上註冊，並且推出超過2100個課程。

其實，遠在疫情前，2019年國際教育科技的投資即達186億美元，預計於2025年更可

達3500億美元。在美國，有三分之一的學生至少修一門線上課程。

不能上網怎麼辦？

但是，線上課程的發展關鍵，取決於國家地區的網路覆蓋率。舉例而言，瑞士、挪威

及奧地利地區，95%的學生有足夠資源完成線上作業。然而，僅有34%的印尼學生被

提供相似的情境。

顯然，一個國家地區的數位資源分布是否得當、輔助學習的政策工具是否充分，都可

能影響學習成效。

如此看來，線上課程的盛行，究竟是縮減城鄉落差、抑或是擴大學習機會的差距？尤

其是，實作能力對整體社會建設與一般個人生涯發展都至為關鍵，將如何落實培養？

諸多正面或負面效應影響，都有待後續深入觀察。

群聚學習並從中形成文化，在團體生

活中因衝突而產生的和諧與共識，在

在都是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重要基

礎。我們如何整備新思維、在大破壞

中形塑復元後的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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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高等教育、甚或各級教育，多年來已經把「國際移動力」視為課程規劃的核心

內涵。雖然外籍生人數多寡、出國交換比例高低、國際學者互訪數目等等，只是大學

國際化程度粗略的量化指標。但如果上述實體活動全數受限，我們又該如何調整這個

舉足輕重的高教主軸？如何評量學生未來的職涯能力？

大學校園的存在，除了知識技術的傳遞，更無法被輕易置換的功能在於透過共享生活

場域，學習團體規範；從必須合作完成的計劃或競賽中，體會互敬、互助、共榮、共

享的本質，對經營未來生活的意義；也從與來自不同社會經濟背景、不同種族文化同

僚的互動中，領略世界之大、之廣，人間百物、各有其職的深義。

短期內，即使輔助學習的科技完整到位，線上世界的體驗恐怕無法有效彌補上述功能

以及培養關鍵軟實力，包括領導力、同理心，這都是在實體校園生活中養成、孕育的

必要元素。

虛擬無法取代的功能

更何況，大學是文化和人的組成。「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大學校園因為許多經典

人物的風行草偃，才足以傳承各校自以爲傲的畢業生特質，在社會建設中支撐出豐富

而多元的樣貌。

6月初，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透過1700份以上的政策分析報告提出，邊境管制、停止

非必要的商業活動、社交距離等多項防疫規定的實施，可能有效避免了6200萬的確診

案例。但是在此之後，經濟與社會成本如何權衡，是更迫在眉睫的挑戰。

以高教而論，疫情讓我們有機會反思，有哪些課原來可以更換形式、「即時互動」對

哪些課又是至為必要；疫情也強制我們積極調整空間配置、實體環境設施，發展新的

大學，也因為一代一代的成員在教

室、宿舍、球場、社團辦公室交叉過

的汗水、淚光，連結了世代的情感，

成為終生的記憶，也編織出一張綿

密、強韌、永遠可以依靠的網絡！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4532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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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方式、探索大學未來真正需要的價值、以及如何培養後疫情時代需要的人才

技能。

所有持續進步的高教組織，會在這樣的衝擊下，演練出新的教育方式，這樣的躍升，

希望也足以協助社會，共同定義下一個階段的生活新型態。

面對疫情，我們可以選擇恐懼、逃避、憤怒或哀傷，我們也可以去理解、面對、包

容、欣然向前。

大學，作為社會中被信賴和深度期許的一員，讓我們繼續以知識的力量、用專業贏得

尊嚴，如我們的國家一樣；也讓我們每一個人謹守團體生活的公約、互相保護，做一

個負責盡職的公民，如我們的國家對國際社會善盡的本分一樣！

當疫情稍解，作為一個在這個春天全球共同經歷的世紀大衝擊中、極其幸運地擁有高

度安全和享受日常生活的國度和個人，我們也許應該更勇於理解醫療與科技研發的進

展，更積極面對經濟活動與地球環境平衡對人類社會持續發展的必要。讓我們擁抱改

變、從中蛻變、看見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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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府×熊大單車攜手出題 15萬廣邀設計好手讓單車成街
邊美麗風景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由經濟部工業局主辦，臺灣設計研究院執行「新一代設

計展產學合作專案」媒合全國學生與出題企業單位，今(29)日臺南市政府與熊大單車

舉辦題目發佈記者會，公布題目為「如何用設計讓智慧自行車成為臺南觀光客的城市

交通首選」，禮聘「廣告鬼才」盧建彰等重量級業師，讓青年學子面對面諮詢交流，

設計新一代智慧自行車(Be-bike和T-bike)成為臺南重要綠色運具，並由熊大單車提供

獎金與模型補助費15萬，歡迎全國青年學子踴躍參與創意設計。

臺南市長黃偉哲表示，為了讓年輕人的想法有真正落實的可能，南市府邀請專注共享

運具及智慧城市的臺南智慧自行車營運廠商熊大單車共同擔任出題人，以「如何用設

計讓智慧自行車成為臺南觀光客的城市交通首選」為題，希望讓租賃站及單車貼近於

使用者，同時與融入古都韻味。

黃偉哲指出，以往公共設施只著重在實用性，較少著墨在時尚感及流行性，希望藉由

這次合作，能有更強大的美學基礎，讓許多公共設施能年輕時尚化，更具有吸引力，

他也感謝臺灣設計研究院、熊大單車，以及成功大學共同促成這次的合作，單車主題

只是其一，希望之後還有機會深度合作，讓年輕思維真正深入到臺南城市未來規劃，

實踐青年就業與擴大公共參與政策。

熊大單車創辦人熊正一強調，除慷慨提供15萬獎金與模型補助費外，也會每月與入圍

勁報 2020/06/29 18:34(17小時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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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進行企業諮詢，增加學生想法商業化的機率，降低產學落差。

獲邀擔任業師的知名獲獎廣告導演盧建彰，29歲時即榮獲全球著名廣告獎Gunn

Report(全球創意報告)創意積分排行臺灣區第1名。

盧建彰導演表示，非常開心回鄉指導新一代設計人才，並且認為單車是認識一個城市

最適切、理想的交通工具，希望藉由年輕人的創意讓大家認識臺南不只小吃、古蹟，

而是獨特的生活美學。

工業局與設研院張基義院長對臺南市能跨域鏈結智慧自行車相關設計與觀光產業，串

接政府及產業之能量，增加在地青年資源，讓年輕設計力被看到，深表認同！成功大

學規劃及設計學院鄭泰昇院長也希望藉此活動能鼓勵南部設計、工程、管理等系跨域

合作，並逐步讓臺南成為國際設計教育重鎮。

研考會趙卿惠主委補充，這次除盧建彰導演，也邀請了風尚旅行社總經理游智維、唐

草設計總監葉文凱、致遠設計創辦人卓致遠、Re-lab共同創辦人吳培弘與分享輪創辦

人陳佾涵擔任業師，希望呼應系統性設計思維的國際趨勢，落實臺南在地智慧科技實

踐的場域。

今日除了臺南市黃偉哲市長親自出席記者會，市議員沈震東也到場表達對在地青年活

動的支持與鼓勵。(于郁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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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解封 台南勞工領袖大學將陸續開課

南市勞工局與成大開辦「勞工領袖大學」，疫情解封後，各項課程將陸續開課，
歡迎勞工朋友踴躍報名。（圖由南市勞工局提供）

2020-06-30 12:46:45

〔記者王涵平／台南報導〕南市勞工局與成大開辦「勞工領袖大學」，疫情

解封後，各項課程將陸續開課，歡迎勞工朋友踴躍報名。

南市勞工局表示，今年勞工領袖大學初階班實體課程將於7月20日開課，共26

門課80小時，預計招收70名學員，每週一、三、五晚上6時30分至9時30分於

成功大學成功校區上課，即日起至7月15日中午12時受理報名。

勞工局長王鑫基表示，透過初階、進階、高階、菁英班階梯式學習系統培育

課程，提升勞工朋友工作職能，鼓勵勞工朋友投資自己，藉由終身學習來吸

收新知，提升工作職能；今年因應學員反應新增「回流訓練機制」，開放

2014年（含）前曾取得高階班結訓證書學員回流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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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主任梁偉玲說，只要設籍或服務於南市、具勞保身份之

在職勞工即能報名參加「勞工領袖大學初階班」課程。相關資訊可至永華市

政中心、民治市政中心及所轄各就業服務台索取招生簡章，或可由南市勞工

局職訓就服中心網站（http://job.tainan.gov.tw/）查詢課程資訊，也可至另外

全國7-11統一超商「i-bon」系統「下載－政令宣導－臺南市政府找頭路」免

費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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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定科目考試7月3~5日登場
孫宜秋／南市

2020/6/30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109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定科目考試7月3日至

5日舉行，台南一考區設有台南一中、台南二中、台南女中等3個分區，考生人數總

計2,829人，第一分區台南一中考生數660人，第二分區台南二中1,044人，第三分

區台南女中1,125人；各分區開始考試之前一天下午3時至5時開放查看試場，台南

一中及台南二中7月2日開放查看試場。台南女中為7月3日開放查看試場，配合防

疫考生與家長均不得進入試場，僅能於試場外查看座位安排。

 負責台南一考區試務的成功大學再次提醒考生，因應防疫作業，本次考試家長及

親友不可進入分區陪考，考生進入考分區時，須出示大考中心發送之入場識別證及

應試有效證件、戴口罩並配合量溫。應試時不得飲食（含喝水）、抽菸、嚼食口香

糖等。考生因生病等特殊原因而請求於考試中飲水或服用藥物時，可先將用水交予

監試人員保管，需用時再舉手取用。

 109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各節考試時間均為80分鐘，各節考試開始前5分鐘打預

備鈴，鈴響時考生即可入場，考試開始20分鐘後考生不得入場，考生除因病或特殊

原因經監試人員同意外，入場後至考試開始60分鐘內不得離場。入場後至考試開始

鈴響前，考生不得翻閱試題本，並不得書寫、畫記、作答，考試開始鈴響時，考生

即可開始作答，考試結束鈴響，考生應即停止作答。

 7月3日考物理、化學、生物，7月4日考數學乙、國文、英文、數學甲，7月5日

考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考試時間第一節8:40~10:00、第二節10:50~12:10、

第三節14:00~15:20、第四節16:10~17:30。

 考生入場，應攜帶下列有效證件正本之一應考：國民身分證或有照片之健保卡或

駕駛執照或護照或居留證等。特別提醒學生證、市民卡均視為無效證件。行動電

話、穿戴式裝置及其他非應試物品均應放在置物區，也務必確認行動電話及穿戴式

裝置已取出電池或關機，手錶的鬧鈴功能也必須關閉。違反規定者，一律依試場規

則及違規處理辦法之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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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指考週五登場 台南考區提醒：考生全程戴口
罩、禁陪考

以往學測或指考前一天，考生可以進入試場查看座位，周五即將登場的大學指考
則因應防應，考生只能在試場外查看，不得進入教室。（資料照，記者劉婉君
攝）

2020-06-29 18:16:02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大學指考將於週五（7月3日）登場，台南一考區

有2829人報考，台南二考區413人報考，各分區將於考試前一天下午3時至5

時開放查看試查，但不可進入教室內，負責試務的台南大學與成功大學提醒

考生，考試時需全程配戴口罩，家長及親友不得陪考。

大學指考於7月3日至5日舉行，考場分別設於台南一中、台南二中、台南女中

及新營高中。其中，台南一中考生數660人，台南二中1044名考生，台南女

中1125名考生，新營高中413名考生。台南一中、台南二中及新營高中於7月

2日開放查看試場，台南女中為7月3日開放查看試場，配合防疫，考生與家長

均不得進入試場，僅能於試場外查看座位安排。

南大與成大表示，相關防疫工作依照大考中心規定，家長及親友不可進入分

區陪考，考生須出示大考中心發送之入場識別證及應試有效證件，戴口罩並

量測體溫，除查驗身分核對面貌時，可暫時脫下或拉下口罩外，應全程配戴

口罩，若不配合，將扣減其該節全部成績，請考生務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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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上午考物理、化學，下午考生物；7月4日上午考數學乙、國文，下午

考英文、數學甲；7月5日上午考歷史、地理，下午考公民與社會。每科考試

時間均為80分鐘，考生於每節考試開始20分鐘後不得入場，考試開始60分鐘

內不得離場。

考生務必攜帶應試有效證件（國民身分證、有照片健保卡、駕照、居留證、

護照等其中之一正本）參加考試，行動電話須「完全關機」並置於臨時置物

區，大象尺（或稱數學版模函數尺、數學圖形板模畫尺、創意簍空繪畫尺、

幾何多功能尺）為違規禁用文具，不得攜入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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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指考本周登場 台南考場開放查看時間不一樣

2020-06-29 17:59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大學指考將在本周登場，台南兩個考區共有3242名考生將應

試，考區辦公室提醒各考場分別在2日與3日開放事先查看，而

考試期間不得有陪考人員，同時要全程戴口罩。

大學指考往年都是在7月1-3日舉辦，今年為了配合學校防疫工

作，首度延到3-5日舉辦。

8

大學指考今年受到疫情影響首度延期舉辦。圖／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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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一考區設有3個試場，主辦學校成大表示，南一中考場

考生數660人，台南二中1044人，台南女中1125人；各考場下

午3時至5時開放查看試場，台南一中及台南二中7月2日開放查

看試場，台南女中為7月3日開放查看試場，配合防疫考生與家

長均不得進入試場，僅能於試場外查看座位安排。

台南二考區考場則設在國立新營高中，共有考生413人，7月2

日下午3時至5時開放查看試場。

負責二考區試務工作的台南大學表示，考試期間禁止陪考人員

進入，並於新營高中門口設置量溫檢測站，考生進入須攜帶入

場證、戴口罩並配合量測體溫。考生自進入試場起，除查驗身

分核對面貌時，可暫時脫下或拉下口罩外，應全程配戴口罩，

若考生不配合，將扣減其該節全部成績，請考生務必留意。

成大表示，109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各節考試時間均為80分

鐘，各節考試開始前5分鐘打預備鈴，鈴響時考生即可入場，

考試開始20分鐘後考生不得入場，考生除因病或特殊原因經監

試人員同意外，入場後至考試開始60分鐘內不得離場。入場後

至考試開始鈴響前，考生不得翻閱試題本，並不得書寫、畫

記、作答，考試開始鈴響時，考生即可開始作答，考試結束鈴

響，考生應即停止作答。

7月3日考物理、化學、生物，7月4日考數學乙、國文、英文、

數學甲，7月5日考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考試時間第一節

8:40~10:00、第二節10:50~12:10、第三節14:00~15:20、第四

節16:1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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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入場，應攜帶下列有效證件正本之一應考：國民身分證或

有照片之健保卡或駕駛執照或護照或居留證等。特別提醒學生

證、市民卡均視為無效證件。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及其他非

應試物品均應放在置物區，也務必確認行動電話及穿戴式裝置

已取出電池或關機，手錶的鬧鈴功能也必須關閉。違反規定

者，一律依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之規定處理。

大學指考今年受到疫情影響首度延期舉辦。圖／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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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將於本周登場，台南考區提醒，考生除須全程戴口罩，也禁止親友進

入分區陪考。（本報資料照片／劉宗龍攝）

指考周五登場 台南考區提醒：考生全程戴口罩、禁陪考
中時 李宜杰21:32 2020/06/29

109學年度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將於7月3日至5日舉行，台南一考區有2829人報考，台南

二考區則有413人報考，各考場分別將在2、3日開放事先查看，由於試場已完成消毒，因此

不開放考生進入教室內，僅於教室外查看座位安排。另，考試當天不得有陪考人員，且考生

須全程佩戴口罩。

負責台南一考區試務的國立成功大學提醒，因應防疫作業，本次考試家長及親友不可進入分

區陪考，且考生進入考分區時，須出示大考中心發送之入場識別證、應試有效證件，並佩戴

口罩、量體溫。其中，一考區的台南一中、台南二中考場將於2日開放查看，台南女中考場則

於3日開放。

負責台南二考區試務的國立台南大學則說，將於新營高中門口設置量溫檢測站，考生進入須

攜帶入場證、戴口罩並配合量測體溫。考生進入試場起，除查驗身分核對面貌時，可暫時脫

下、拉下口罩，其餘須全程佩戴口罩，若考生不配合，將扣減該節全部成績，請考生留意。

另，新營高中考場將於2日下午3時至5時開放查看。

考區提醒，考生入場應攜帶下列有效證件正本之一應考：國民身分證、有照片之健保卡、駕

駛執照、護照、居留證等，學生證、市民卡均視為無效證件。

另，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及其他非應試物品均應放在置物區，且務必確認行動電話、穿戴

式裝置已取出電池或關機，手錶鬧鈴功能也必須關閉。違反規定者，一律依試場規則及違規

處理辦法處理。

(中時 )

#考區 #台南 #口罩 #開放 #考場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8%80%83%E5%8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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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9%96%8B%E6%94%BE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8%80%83%E5%A0%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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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應材講座 邢子青7月4日成
大首講

2020-06-30

 記者林相如／新市報導

 為慶祝應用材料公司在台成立三十周年，今年規劃為期四個月的講

座，特別企劃雙講師對談、樂團現場演奏，以及攜手奇美博物館展覽的

新媒體藝術講座；更首度將美學大師蔣勳常年人氣爆棚的講座，改以數

位影音形式，收錄成三場信仰與印刷術科技的精彩特輯，不受時空與場

域限制，讓大家同步線上觀看。

 應用材料公司說，今年文藝季呼應蔣勳主題，首次搭配台灣唯一僅存

的正體中文活版印刷鑄字廠─日星鑄字行，一同展現台灣保留的繁體中

文字型的精髓和美麗。

 今年是應用材料公司文藝季二十周年，從音樂會講座起跑，由台北愛

樂電台資深主持人邢子青七月四日在台南成功大學首講，結合愛樂室內

樂團的現場演奏，從歐陸古典到台灣民謠，悠揚的樂聲透過導聆剖析，

引領聽眾感受東西方音符的交織跳躍。 

 八月則將首次影音播送美學大師蔣勳主述的文藝講堂二十周年特輯，

及東西方信仰與印刷科技的關連與應用，體現科技改變世界，創造美好

文明。

 九月的城市講座系列，由城市嬉遊文史家王浩一、心理醫師王浩威兄

弟合檔，為古今英雄把脈診斷，在新竹清華大學展開「歷史英雄，與心

理醫生的對話」；古蹟學者李乾朗則透過「直探匠心，發現台灣古建築

之美」剖視圖及精彩的講述，直擊建築空間的動力與奧祕。而喜愛老樹

的王浩一，則以「旅行老樹，與綠古蹟的對話」分享寶島綠古蹟的趣味

故事。

 十月的新媒體藝術講座，首度力邀擅長運用科技機械、數位互動，以

跨界創作聲名遠播的豪華朗機工張耿華、叁式創意曾煒傑，結合科技共

譜具深度與美學的精彩作品。公益免費講座皆採網路事先報名，歡迎至

台灣應用材料公益網站報名參加。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08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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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齡20多年招膿胸上身 熟女嚇得快戒菸

2020-06-29 17:17

   

成大醫院胸腔外科主治醫師陳盈元（見圖）提醒民眾若有不明的吸氣型胸

痛或腰背痛，合併發燒、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查找有無膿胸的可能

性。（記者王俊忠翻攝）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46歲張女士每天抽半包菸、菸齡約有20

多年，平時自覺身體健康、無特殊疾病，約3個月前出現感冒症狀，

咳嗽帶痰，有就醫但未改善；幾天後開始發燒、變喘，甚至出現左側

胸背痛，尤其吸氣時特別不舒服。患者改到成大醫院掛急診，胸部X

光顯示左側肺炎伴隨大量胸水；電腦斷層呈現左側胸腔內多處間隔狀

肋膜積液，診斷是膿胸，即胸腔內蓄膿。

成大醫院胸腔外科主治醫師陳盈元表示，張女置放胸腔引流管後，接

受胸腔鏡膿胸清除手術，術後胸部X光顯示左肺已正常擴張、無明顯

積液，術後在加護病房觀察、術後第7天移除引流管、第9天出院，

門診追蹤迄今良好，目前也在戒菸門診積極戒菸中。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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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盈元說明，膿胸就是胸腔內蓄膿，最常見是細菌性肺炎併發胸腔積

水，也有因橫膈下感染、頸胸脊椎感染、肺部術後感染等較少見原因

併發的胸腔積水。危險因子包括菸、酒、藥癮，肥胖以及免疫力低下

者，如糖尿病、慢性肝炎、肝硬化、洗腎等患者，及長期服用類固醇

或免疫抑制劑等病人。

有文獻指出，肺炎住院病患約有20-40%會合併出現胸腔積水，其中

有5-10%患者會變成膿胸，而轉為膿胸患者中的15%會因此死亡。

膿胸典型症狀為胸痛合併發燒，特別是在吸氣時胸痛會加劇。陳盈元

醫師說，若同時合併有肺炎的膿胸患者，會像張女一樣出現呼吸道症

狀，但臨床上也有患者只有胸痛或腰背痛合併輕微發燒，卻沒有任何

呼吸道症狀，一開始以為是腰或背部拉傷，病情因而被拖延一些時

日。

陳醫師表示，膿胸治療除了必用抗生素外，最重要的是充分引流感染

的胸腔積液，有幾種治療方法或手術可以選擇。也提醒若有不明的吸

氣型胸痛或腰背痛，合併發燒、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查找有無

膿胸的可能性，以儘早接受合宜的治療。更重要的是要讓自己維持健

康的生活方式、良好控制慢性病、戒菸及減重，以有效預防肺炎及膿

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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