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8 台灣數位新聞台/民時新聞Taiwan Digital News

www.enewstw.com/City01.asp?ItemID=91630 1/2

成大牙醫系館16日舉行揭牌典禮。

成大牙醫學系招生兩屆 系館落成揭牌
／

2021/1/18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國立成

功大學牙醫學系於108學年度（2019

年）開始招收第一屆牙醫系學生，迄

今已有兩屆學生就讀，在校方與各界

支持下，牙醫系館整修落成，於16日

舉辦2021牙醫系暨口醫所系館揭牌典

禮、南科體驗教室揭幕儀式與第二屆

國際數位牙醫教育與臨床醫學研討

會，成大傑出校友、副總統賴清德歡喜回母校，與成大校長蘇慧貞等貴賓一起揭

牌，見證成大邁入90週年的新希望。
 

 賴清德致詞時表示，成大是人才培育的搖籃，成大牙醫學系是南台灣第一個公立

的牙醫系所，距離上一個牙醫系所的成立已經40多年，很有時代意義。賴清德指

出，成大牙醫學系是完整的醫學院倒數第二個拼圖，最後一個是公衛系，南台灣除

了缺乏牙醫資源，還面臨登革熱、茲卡病毒等傳染病的威脅，尤其這一波武漢肺炎

的疫情，更顯示出公共衛生專業人才的重要，成大作為南台灣最重要的學府，應該

考慮補上最後一塊拼圖。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從1931年日本創立「台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開始，成大就

肩負起工業高等人才培育的使命，65年前改制為省立成功大學、50年前改制為國立

成功大學，如今見證一個世代開始，牙醫學系絕不是只有提供基本的臨床服務，更

是跨世代、跨域產業的新世代力量。蘇慧貞校長說，成功大學的使命就是「改變世

代、改變未來」，用一流的人才、最高的信仰、無比的倫理道德責任，一起邁向更

美好的下一個開展。
 

 成大副校長蘇芳慶、成大副校長賴明德、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成大醫院院長

沈孟儒、立委林俊憲、南科管理局長蘇振綱、台南市衛生局局長許以霖、牙醫界各

學會代表皆出席成大牙醫學系系館揭幕儀式。
 

 成大牙醫學系主任莊淑芬表示，成大醫學院身為南台灣最重要的醫學中心，深切

瞭解口腔醫學的重要性，30年前創立時即成立「牙科學科」，2002年建置南台灣唯

一「口腔醫學研究所」。成大醫學中心有30年口腔醫學臨床培訓經驗與16年的卓越

研究基礎，成功建立完整口腔醫學教學系統，至今培育出近千位牙醫實習生、PGY

（Post Graduate Year Program）與專科住院醫師。成大醫學院在師資、研究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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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醫學中心級實習醫院，均具備充足教學資源，提供學生優質學習環境。

 臺灣地區醫療資源分配不均、人口老化，長久以來南台灣民眾口腔醫療需求未被

滿足，加上南臺灣是口腔癌好發地區，更需要預防與治療。107年衛生福利部健康保

險署公告，全台牙醫醫療資源不足之鄉鎮，台南市就有22區被列為牙醫醫療資源不

足區。成大牙醫系和系館的設立，必定能挹注中南部更多的牙醫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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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牙醫系館揭牌 賴德清勉挹注南部醫療需求
2021-01-17

成大牙醫系館十六日舉行揭牌典禮，副總統賴清德與成大校長蘇慧貞共同揭牌。 （記者王勗翻攝）

記者王勗⁄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醫學院牙醫系暨口腔醫學研究所系館十六日舉辦揭牌典禮。副總統賴清德也返回母校與校長蘇慧貞等一同啟用新系館。賴清德表示，希望成

大牙醫系和系館的設立，能挹注南部醫療需求、嘉惠更多患者。

成大牙醫學系是南台灣第一個公立牙醫系所，自一０八年招收第一屆學生，迄今已有兩屆學生就讀，距離上一個牙醫系所（中國醫藥大學）的成立已

經四十年餘。

因醫療資源分配不均、人口老化，長久以來南台灣民眾口腔醫療需求未被滿足，且南台灣是口腔癌好發地區，更需要預防與治療。據一０七年衛福部

健康保險署公告，全台牙醫醫療資源不足之鄉鎮，台南市就有二十二區。

賴清德十六日出席指出，南台灣除了缺乏牙醫資源，還面臨登革熱、茲卡病毒等傳染病的威脅。武漢肺炎的疫情，更顯示公共衛生專業人才的重要，

成大牙醫學系是完整的醫學院倒數第二個拼圖，也期待成大未來補齊公衛系統，促進南台灣的國民健康。

成大牙醫學系主任莊淑芬強調，成大於卅年前成立牙科學科，九十一年建置南台灣唯一口腔醫學研究所，成大醫院也有三十年口腔醫學臨床培訓經驗

與十六年卓越研究基礎，迄今培育近千位牙醫實習生、ＰＧＹ（Post Graduate Year Program）與專科住院醫師。相信成大醫學院在師資、研究

所學程、醫學中心級實習醫院，均具備充足教學資源，提供學生優質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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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牙醫系館揭牌 賴清德催生公衛系

成大牙醫系館昨日舉行揭牌典禮，副總統賴清德到場見證祝賀。 �（記者洪瑞琴攝）

2021/01/17 05:30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副總統賴清德昨天參加國立成功大學牙醫系暨口腔醫學所系館揭牌典禮，

他期勉成大扮演口腔醫療與醫療生技研發重鎮地位。賴清德說，武漢肺炎疫情衝擊全球，還有登革

熱、茲卡病毒等傳染病的威脅，培養公共衛生專業人才更顯重要，建議成大做為南台灣最重要的學

府，進一步評估成立公共衛生學系，完成醫學院教育體系的「最後一塊拼圖」。

成大牙醫系在2019年開始招收首屆牙醫系學生，至今已有兩屆學生就讀，牙醫系館利用生命科學系舊

館空間，重新整修啟用。

南台灣第一個公立牙醫系所

賴清德說，全國偏鄉地區醫療資源較缺乏，牙醫醫療資源不足的鄉鎮，單在台南就有22區、占約全國

10分之1，而成大牙醫學系是南台灣第一個公立的牙醫系所，距離上一個牙醫系所的成立已經40多

年，很有時代意義，現在又有牙醫系館，相信能夠培育更多牙醫人才與資源，協助解決醫療城鄉差距

問題。

培育人才解決醫療城鄉差距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1/17/8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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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並表示，健康醫療產業也是總統蔡英文宣示政府推動的核心產業戰略之一，加速落實健康產業

的數位轉型與產業鏈，成大牙醫系所與南科合作打造牙材體驗教室，透過跨域結盟合作，有助醫療產

業國際發展，他很榮幸身為成大校友來見證展望未來。

成大校長蘇慧貞說，牙醫學系絕不是只有提供基本的臨床服務，更是跨世代、跨域產業的新世代力

量，成大的使命就是「改變世代、改變未來」，用一流的人才、最高的信仰、無比的倫理道德責任，

一起邁向更美好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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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友」賴清德的心聲 盼成立公衛系完成最後1塊拼
圖

副總統賴清德（中）今天參訪南科牙材體驗教室。（記者洪瑞琴攝）

2021/01/16 13:00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副總統賴清德今（16）日參加成功大學牙醫系暨口腔醫學

所系館揭牌典禮，他期勉成大扮演口腔醫療與醫療生技研發重鎮地位。

賴清德說，全國偏鄉地區醫療資源較缺乏，牙醫醫療資源不足鄉鎮，單在台南就有22

區、占約全國10分之1，成大牙醫系所館的成立，相信能夠培育更多牙醫人才與資源，

協助解決醫療城鄉差距問題。

賴清德並表示，健康醫療產業也是總統蔡英文宣示政府推動的核心產業戰略之一，加速

落實健康產業的數位轉型與產業鏈，成大牙醫系所與南科合作，打造牙材體驗教室，透

過跨域結盟合作，有助生醫器材國際化發展，他身為成醫校友來見證成醫的展望未來，

與有榮焉。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1/16/3412839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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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也表示，有鑑於武漢肺炎疫情（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全球肆虐，公共

衛生更顯重要，他建議成大醫學院評估成立公共衛生學系，完成成大醫學院教育環境的

最後一塊拼圖。

成大牙醫系於2019年開始招生首屆牙醫系學生，至今已有兩屆學生就讀，在各界支持

下，牙醫系館終於整修落成。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成大醫學中心成功建立完整口腔醫

學教學系統，至今培育出近千位牙醫實習生、專科住院醫師等，健全的人才培育與資

源，挹注中南部更多的牙醫人才。

今日成大牙醫系暨口醫所系館揭牌典禮、南科牙才體驗教室揭幕儀式，包括成大醫學院

長沈延盛、成大醫院長沈孟儒及南科管理局長蘇振綱等位到場見證。蘇振綱表示，台灣

不只有半導體與光電，南科發展醫療生技產業將成為國際一大亮點。

牙齒矯正不必帶鋼牙套，用透明套就可以，副總統賴清德（右）頗有興趣的拿起

來看。（記者洪瑞琴攝）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1/16/3412839_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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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賴清德（前右四）與成大校長蘇慧貞（前右五）與貴賓們共同主持南科牙

材體驗教室揭幕。（記者洪瑞琴攝）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1/16/3412839_3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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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今天舉行牙醫系館揭牌典禮，副總統賴清德（左五）到場見證參加。

（記者洪瑞琴攝）

成功大學今天舉行牙醫系館揭牌典禮。（記者洪瑞琴攝）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1/16/3412839_4_1.jpg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1/16/3412839_5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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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牙醫系館揭牌 賴清德：盼平衡南北資

源

2021-01-17 02:17  聯合報  / 記者鄭維真／台南報導

全台150個牙醫醫療資源不足區，台南占22區，其

餘主要分布雲嘉高屏，中華牙醫學會指出，台灣1萬

成 大牙醫系暨口醫所系館昨天 成立揭牌，南科牙材體驗教室進駐館內。記者

鄭維真／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zND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89%99%E9%8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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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千名牙醫師，雙北就有7千人，都會區以外資源、

教育都不足。國內近40年沒有學校成立牙醫系，2

年前成大牙醫系招生，昨天成立牙醫系暨口醫所系

館，副總統賴清德揭牌時，盼能平衡南北牙醫資源

不均，縮短城鄉差距。

「到偏鄉義診常看到患者全口未處理、蛀牙到斷

掉」，中華牙醫學會理事長張維仁說，台灣1萬5千

名牙醫師，雙北即占7千人，加上台中、高雄約有1

萬人，可見都會區以外無論牙醫資源或是牙醫教育

都不足。他指，以往政府政策長期重北輕南，北部4

所牙醫學系、台中1所、高雄1所，學生畢業通常只

想留在原縣市，導致其他區域資源匱乏。

賴清德認為，成大牙醫系是完整的醫學院倒數第2個

拼圖，最後一個是公衛系，南台灣除了缺乏牙醫資

源，還面臨登革熱、茲卡病毒等傳染病威脅，尤其

新冠肺炎疫情更顯示公共衛生專業人才的重要，成

大做為南台灣最重要的學府，應考慮補上最後一塊

拼圖。

南科管理局在成大牙醫系館進駐牙材體驗教室，協

助培育人才。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86%AB%E5%B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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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9%BB%E9%9D%A9%E7%86%B1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C%B2%E5%8D%A1%E7%97%85%E6%AF%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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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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牙醫系暨口醫所系館揭牌 賴清德：盼

平衡南北資源

2021-01-16 12:45  聯合報  / 記者鄭維真／台南即時報導

成 大牙醫系暨口醫所系館成立，副總統賴清德（左十一）今天特地 出席揭牌

儀式。記者鄭維真／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z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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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牙醫學系從2019年開始招生，今天校方成

立牙醫系暨口醫所系館，副總統賴清德特地前來揭

牌，他表示，希望能透過成大平衡南北牙醫資源不

足，縮短城鄉差距。

成大牙醫學系指出，台灣地區醫療資源分配不均以

及老年化人口的問題，長久以來南台灣民眾口腔醫

療的需求未被滿足，加上南台灣是口腔癌好 發 地

區，更需要預防與治療的推展，根據2018年衛福部

健保署公告全台牙醫醫療資源不足的鄉鎮，台南市

就有22區被列為牙醫醫療資源不足區，成大牙醫系

的設立必定能挹注中南部更多的牙醫人才。

台灣目前有8間牙醫學系，中國醫藥大學在1980年

成立牙醫學系後，直到2019年國內才有成大又新設

牙醫學系。賴清德表示，兩者相距已有40年，台灣

有 150 個牙醫醫療資源不足的區域， 台南占了不

少，其餘主要分布雲林、嘉義、高雄、屏東，因此

希望成大牙醫系的設立能平衡南北牙醫資源不足，

縮短城鄉差距。

牙醫 成大 賴清德

【110學測】

▪整理包／110學測衝刺倒數！國英數社自 五

科必考重點一次看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89%99%E9%86%AB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B3%B4%E6%B8%85%E5%BE%B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89%99%E9%86%AB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B3%B4%E6%B8%85%E5%BE%B7
https://udn.com/news/story/6925/508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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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牙醫學系新系館16日由副總統賴清德等人揭牌啟用。外界期盼成大牙醫系未來能弭平南北資

源失衡，縮短城鄉差距。（李宜杰攝）

成大攜手南科 盼牙材國產國用
中國時報 李宜杰、台南04:10 2021/01/17

國立成功大學牙醫學系於2019年設立，迄今已招募2屆，共56名學生，為台灣第8所設立牙醫系

的學校。原位於成大光復校區的生物科技系館，日前改建為牙醫學系新系館，16日由副總統賴清

德等人揭牌啟用。成大牙醫系主任莊淑芬指出，成大攜手南科建置牙材體驗教室，期盼未來牙材

要「國產國用」，同時還要瞄準東南亞國家，行銷國際。

口腔醫學教育在成大已有30年基礎，自1988年成大醫院開院以來即設有口腔醫學部，並於2002

年成立口腔醫學研究所，形成教學、研究、臨床醫療3者合一的口腔醫學中心；但直到2019年成

大才正式成立牙醫學系，為台灣相隔40年再次設立的牙醫系，也是南台灣唯一設有牙醫系的公立

大學。

莊淑芬表示，感謝南科醫材產業界贊助成立南科牙材體驗教室，提供植牙、牙科補綴、數位教學

器材等醫材，且成大還可與醫工、材料、機械、化工等系及前瞻醫材中心合作，進行診斷工具開

發、手術導航系統、修復性醫材、牙科植體開發等跨領域研究，期許未來成大牙醫系能享南科地

利之便，除朝牙材「國產國用」努力，同時也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向多所東南亞大學牙醫學院

推廣台灣醫材。

賴清德則說，樂見成大發展牙醫學系，並建議，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再加上南台灣也有

登革熱、傳染病等，公共衛生更顯重要，成大醫學院未來可評估成立公衛系，完成醫學院教育裡

頭的最後一片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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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賴清德（右三）16日回到母校國立成功大學，參觀新啟用的牙醫系館，同時也點出牙醫資

源南北失衡問題，期許成大牙醫系未來能為中南部挹注牙醫人才。（李宜杰攝）

牙醫資源南北失衡 成大注新血
中國時報 李宜杰、台南04:10 2021/01/17

2018年衛福部公告全台牙醫醫療資源不足鄉鎮，台南市有22區入列，數量超過全市總行政區的一

半，再加上南台灣口腔癌盛行，牙醫資源南北失衡隱憂浮上檯面。此外，有牙醫師也指出，不只

是牙醫不足，就連牙醫教育也相對缺乏，盼2019年甫設立的成大牙醫系，能為中南部注入更多牙

醫人才。

吃檳榔抽菸 比例相對高

南市府衛生局統計，去年全市有4萬多人接受口腔黏膜檢查，共發現3000多位陽性個案，其中又

有800多人屬於較嚴重的高癌化陽性，近百人確定罹患口腔癌。由於南台灣食用檳榔、抽菸比例

相對較高，因此也導致南台灣亟需口腔健康醫療資源及預防檢查。

然而，多年來牙醫資源存在南北失衡隱憂；副總統賴清德也坦言，自己過去擔任台南市長時，全

台牙醫醫療資源不足的150個鄉鎮中，台南市就有15個行政區入列，占了1/10，其餘則分散於雲

林、嘉義、高雄、屏東等，因此期盼成大牙醫系為中南部挹注更多牙醫人才。

中華牙醫學會理事長張維仁則指出，牙醫資源確實有明顯南北差距，且除牙醫師的數量外，牙醫

教育也明顯南北失衡，且目前的趨勢為，牙醫師數量雖漸增，但台灣整體的牙醫教育專家卻不斷

流失，值得注意。中華民國牙醫師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陳建志更認為，雖然台南目前牙醫人力正

成長，但因地利緣故也負責中南部的醫療需求，因此期望成大牙醫系未來能填補人力缺口。

跨區求診 城鄉差距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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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呂姓牙醫師表示，其實牙醫資源的南北失衡狀況，並沒有想像中嚴重，雖然北部坐擁較多資

源，但因僧多粥少，近來牙醫師深耕其他縣市的意願也逐漸提高。他認為，除南北失衡外，城鄉

差距更嚴重，偏鄉民眾常須跨區求診，但市區一條路卻開了4家診所，如何弭平城鄉差距才是關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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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成大攜手南科 盼牙材國產國用
2021年1月17日 週日 上午11:32 · 2 分鐘 (閱讀時間)

【時報-台北電】國立成功大學牙醫學系於2019年設立，迄今已招募2屆，共56名學

生，為台灣第8所設立牙醫系的學校。原位於成大光復校區的生物科技系館，日前

改建為牙醫學系新系館，16日由副總統賴清德等人揭牌啟用。成大牙醫系主任莊淑

芬指出，成大攜手南科建置牙材體驗教室，期盼未來牙材要「國產國用」，同時還

要瞄準東南亞國家，行銷國際。

口腔醫學教育在成大已有30年基礎，自1988年成大醫院開院以來即設有口腔醫學

部，並於2002年成立口腔醫學研究所，形成教學、研究、臨床醫療3者合一的口腔

醫學中心；但直到2019年成大才正式成立牙醫學系，為台灣相隔40年再次設立的

牙醫系，也是南台灣唯一設有牙醫系的公立大學。

莊淑芬表示，感謝南科醫材產業界贊助成立南科牙材體驗教室，提供植牙、牙科補

綴、數位教學器材等醫材，且成大還可與醫工、材料、機械、化工等系及前瞻醫材

中心合作，進行診斷工具開發、手術導航系統、修復性醫材、牙科植體開發等跨領

域研究，期許未來成大牙醫系能享南科地利之便，除朝牙材「國產國用」努力，同

時也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向多所東南亞大學牙醫學院推廣台灣醫材。

賴清德則說，樂見成大發展牙醫學系，並建議，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再加

上南台灣也有登革熱、傳染病等，公共衛生更顯重要，成大醫學院未來可評估成立

公衛系，完成醫學院教育裡頭的最後一片拼圖。(新聞來源：中國時報─李宜杰／台

南報導)

http://www.infotim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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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賴清德16日回到母校國立成功大學，參觀新啟用的牙醫系館。（李宜杰攝）

賴清德回母校成大 點出還少這個學系
中時 李宜杰15:45 2021/01/16

國立成功大學牙醫學系於2019年開始招收第一屆學生，迄今已有2屆學生就讀、共56名學生，為

台灣第8所設立牙醫系的學校。成大牙醫系新系館近日落成，16日由副總統賴清德等人揭牌啟

用。賴指出，期盼成大牙醫系能為南台灣注入牙醫人才，同時也點出目前成大醫學院還少了公衛

系，期盼未來有機會成立，完成醫學院的最後一片拼圖。

賴清德畢業於成大醫學系，16日他回到母校為牙醫系館揭牌。賴清德表示，自己對成大設立牙醫

學系相當有感，因為過去擔任市長時，全台牙醫醫療資源不足的150個鄉鎮中，台南市就有15個

行政區入列，其餘則分散於雲林、嘉義、高雄、屏東等，因此期盼成大牙醫系及口腔醫學研究

所，能平衡南北醫療資源不足，縮短城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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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牙醫學系於2019年開始招收第一屆學生，迄今已有2屆，共56名學生，為台灣第8

所設立牙醫系的學校，新系館16日揭牌啟用。（李宜杰攝）

賴清德也稱，有鑒於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再加上南台灣也有登革熱、傳染病等，因此公共衛

生更顯重要。賴清德建議，成大醫學院可評估成立公衛系，完成醫學院教育裡頭的最後一片拼

圖。

成大牙醫系主任莊淑芬則指出，目前牙醫系館獲南科醫材產業界贊助，建置南科牙材體驗教室，

提高醫材的產學合作能量，期許成為南科醫材最佳推廣展示中心，提供植牙、牙科補綴、數位教

學器材等醫材協助。南科管理局長蘇振綱也期許，台灣不只有半導體與光電，南科所發展的醫療

生技產業，未來也將成為國際一大亮點。

川普留給政治觀察者的遺產

大媽為何熱愛短髮捲捲頭 網揭原因：以後你也會這樣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116000587-260109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116001759-26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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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副總統：大健康產業是國家發展重大方向
最新更新：2021/01/16 13:06

副總統賴清德（前右2）16日到成功大學參加牙醫學系系館揭牌典禮，並參觀牙材及聽取相關介紹。賴
副總統說，南台灣有生醫醫療器材聚落發展計畫，非常需要成功大學支持大健康產業完成。中央社記者
張榮祥台南攝 110年1月16日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6日電）副總統賴清德今天表示，台灣經濟一定要持續發

展，在後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時代，總統蔡英文揭櫫的

大健康產業，是未來國家發展重大方向。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ip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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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副總統說，南台灣有生醫醫療器材聚落發展計畫，非常需要國立成功大學支持大健

康產業完成。

曾自成大學士後醫學系畢業的賴副總統上午回母校，參加牙醫系揭牌及南科牙材體驗

教室揭幕典禮時，建議成大成立公共衛生學系時表示，南台灣有登革熱、茲卡病毒

等，如今還有武漢肺炎疫情，顯現公衛專業人才的重要，成大應思考補上「最後一塊

拼圖」，讓成大更完整。

賴副總統也提到南台灣牙醫資源相對不足問題說，全台牙醫資源不足鄉鎮區有150

個，台南市37行政區就有15區牙醫資源不足，占全國1/10，其他分散在雲林縣、嘉

義、高雄市和屏東縣等。

賴副總統說，成大牙醫系使命就是平衡南北牙醫資源及縮短城鄉差距，且培養牙科科

學家，因應時代需要，成大也有這個條件。（編輯：李明宗）11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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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牙醫系館揭牌 副總統勉推動健康產業發展

賴副總統出席「成功大學牙醫系館揭牌暨南科牙材體驗教室揭幕典禮」。(總統府提供)

 

記者吳典叡／臺北報導

　賴清德副總統今（16）日上午出席「成功大學牙醫系館揭牌暨南科牙材體驗教室揭幕典禮」，期勉成大牙醫系成爲臺灣人才培育

的重要搖籃，並盼該校持續促進跨學院、跨系所的合作，與生醫界共同努力，推動健康產業的發展。

　賴副總統指出，成大牙醫系是南臺灣第一個公立的牙醫系所，要讓成大醫學院成為完整的醫學院，牙醫系是倒數第二塊拼圖，公

衛系則是最後一塊。尤其是南臺灣除了牙醫資源相對不足外，也有登革熱等傳染病，加上新冠肺炎疫情，都顯現出公共衛生專業人

才的重要性。

　　賴副總表示，成大牙醫系跟口腔醫學研究所的第一個使命，就是平衡南北牙醫資源不足，縮短城鄉差距，他相信，以成大醫學

院的教授陣容，一定可以培養出一流人才。

　賴副總統表示，成大牙醫系所的第二個使命是要培養「牙科的科學家」。成大不僅有牙醫學系，還有醫學工程研究所，以及頂尖

的機械和電機等工學院陣容，因此，不僅可培養牙醫師，更有條件培養出「牙科的科學家」。

　　賴副總統表示，因應未來的需要，特別是在後疫情時代，健康產業已成為國家未來發展的重大方向。南臺灣有生技醫療器材產

業聚落發展計畫，非常需要成大助其一臂之力。期勉成大能夠跨學院、跨系所，共同合作，支持臺灣大健康產業的完成。

2021/01/16　15:23即時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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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成大橄欖球阿公級球員 上場嚇嚇叫
2021-01-16

阿公級球員奮力拚戰，令人感動。 （成大提供）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今年的成大橄欖球校隊隊慶，因為一群老當益壯的阿公級球員，滿是「橄」動。成大邀台北醫學大學舉行三場友誼賽，三十名參賽球員合計超過一千

八百歲，但仍勇猛衝刺。Old Boy奮力拚戰的精神，讓場邊觀眾報以熱烈掌聲及歡呼聲，感動不已。

成橄校隊成軍超過一甲子，每年一月初舉辦隊慶活動。成大、北醫資深ＯＢ友誼賽，去年九月開始籌畫。北醫ＯＢ由義大醫院院長杜元坤、雙和醫院

院長吳麥斯號召。成大資深ＯＢ由四十八級邱漢生擔任教練，號召南北資深ＯＢ備戰，去年十月起在成大自強操場展開每月一次的自主練習。練球期

間，成橄老、中、青ＯＢ返回母校，跟在校生切磋球技。大夥兒因為橄欖球運動，從四面八方齊聚一堂。

成大橄欖球校隊隊慶，成大邀台北醫學大學舉行三場友誼賽，三十名參賽球員合計超過一千八百
歲。 （成大提供）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category/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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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表示，成大、北醫資深ＯＢ友誼賽，採英式橄欖球十五人賽制。北醫隊參賽球員依年齡排序有雙和醫院院長吳麥斯、義大醫院院長杜元坤、奇美

醫院首席醫療副院長林宏榮等。成大隊則有台灣鑽石工業總經理周章誠、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行政副院長陳貽善、富鴻網總經理邱登崧、力鼎科技

執行副總劉明暉、前瑞士瑞意銀行新加坡分行資深董事總經理吳修廉等。

平均年齡超過六十歲的阿公級球員上場後生龍活虎，衝鋒陷陣不輸年輕球員。成橄八十六歲球員邱漢生、八十五歲鄭昭明，大學時代就是學校的風雲

人物，在橄欖球界威名赫赫。兩人年近九旬，卻仍神采奕奕，堅持鍛鍊身體、上場打球，對橄欖球的熱情激勵在校學弟。成橄在校球員觀戰後表示，

會努力鍛鍊體能與球技，盼將一一０年由成大主辦的全大運，能留下橄欖球項目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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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北醫資深OB友誼賽 傳遞超過1800歲的橄動
Posted By: TainanTalk  一月 15, 2021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國立成功大學橄欖球校隊110年元旦隊慶，多位校友（OB, Old Boy）熱情回校。本次特別邀集成大與台北醫學大學超過60
歲的資深OB，在成大自強操場進行3場友誼賽，全場30位參賽球員，總歲數超過1800歲。

（圖說）110年成橄隊慶，舉辦成大、北醫資深OB友誼賽，全場30位參賽球員，總歲數超過1800歲。（記者鄭德政攝） 
成橄91級張博宇OB表示，橄欖球有種魔力，穿上球衣釘鞋，場上這些阿公級球員各個頓時化身20歲年輕人，在場上勇猛衝刺，堅實碰撞，一次又一
次倒地、前仆後繼的奮起，全力支援隊友持續進攻。資深OB生龍活虎的在球場上奔馳、奮力拚戰的英姿，深深感動場邊觀眾，紛紛鼓掌叫好。 
成大、北醫資深OB友誼賽球員多是社會知名人士，北醫隊按年齡長幼排序有：雙和醫院院長吳麥斯、義大醫院院長杜元坤、奇美醫院首席醫療副院
長林宏榮等。成大隊按年齡長幼排序則有：台灣鑽石工業總經理周章誠、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行政副院長陳貽善、富鴻網總經理邱登崧、力鼎科技
執行副總劉明暉、前瑞士瑞意銀行新加坡分行資深董事總經理吳修廉等。

（圖說）北醫OB由義大醫院院長杜元坤與雙和醫院院長吳麥斯領軍。（記者鄭德政攝） 
成大、北醫資深OB友誼賽採英式橄欖球15人賽制，雙方共有30人對決。球場上，大家不分身份全力以赴，發揮橄欖球團隊合作精神，前鋒球員衝鋒
陷陣，在亂團中厚實撞擊護住球權，後衛球員則聚精會神，隨時準備利用漂亮的傳球，配合犀利的閃切過人及千變萬化的戰術運用，快速突破對方的
防線。
賽程中，雙方球員發揮專長，各司其職，展開激烈拚搏。當球賽結束哨聲響起，兩隊球員相視微笑、相互擊掌，衷心為彼此在場上的表現喝采，放下
球賽的針鋒相對，談笑風聲，互結為友，將橄欖球不分彼此的「No Side」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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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inantalk.com/author/tainantalk/
https://tainantalk.com/20210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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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橄資深OB鄭昭明（中）在大學時代是風雲人物，在橄欖球界威名赫赫。（記者鄭德政攝） 
成橄86歲邱漢生、85歲鄭昭明等資深OB在大學時代是風雲人物，在橄欖球界威名赫赫。近90歲的高齡仍堅持鍛鍊身體，下場打球，對橄欖球的滿腔
熱血，既沸騰也激勵在校學弟。成橄在校生球員表示，會更加賣力鍛鍊體能與球技，全力爭取把110年成大主辦全大運的橄欖球冠軍留在成大。 
這次成大、北醫資深OB友誼賽，109年9月即開始籌畫。北醫OB近來由義大醫院院長杜元坤及雙和醫院院長吳麥斯號召，氣氛非常熱絡。成大資深
OB則由48級邱漢生OB擔任教練，號召南北資深OB備戰，自109年10月開始，在成大自強操場展開每個月一次的自主練習。

（圖說）儘管上了年紀，橄欖球動作Tackle仍很熟練。（記者鄭德政攝） 
成橄91級張博宇OB表示，許多因為工作繁忙的資深OB，透過這次的練習及比賽，重拾當年打球的記憶，精準的傳球，犀利的擒抱，變幻莫測的小組
合作，看得出大家身手仍然矯健，與當年的隊友依然默契十足。
「歲月在這群OB身上彷彿只有數字的增長」，球員場上奔馳的時候，彷彿一切又回到在校時期，灑滿陽光的草地，汗水、青草味重現對橄欖球弧形
的依戀與無限動橄的青春回憶。
成橄校隊成軍超過一甲子，每年1月1日舉辦隊慶活動。「打過橄欖球的，不管畢業多久，還是很想回來打球」。成橄隊慶這天，畢業1年甚至畢業超
過60年的OB都會在這天排除萬難，不約而同回到母校自強操場，風雨無阻的與在校生進行半天OB賽。 
準備球賽的練球期間，成橄老、中、青OB回母校跟在校生一起切磋球技。在這裡，成大自強操場有一群人年齡橫跨半世紀，因為橄欖球運動而凝聚
在一起，反覆練習倒地再起，一次又一次的練習碰撞、矯捷穩健的飛揚馳騁，用一聲又一聲的calling喊聲，錯落交織在草地的釘鞋印，盡情奔跑、享
受橄欖球樂趣，持續傳承堅毅不懈的成橄傳統與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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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基金會全球獎助金1月15日捐贈成大醫院行
動醫療車。

成大醫院複製馬沙溝降低C肝盛行率經驗擴大行動方案 國際
扶輪基金會捐助行動醫療車

／

2021/1/16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國際扶

輪基金會全球獎助金1月15日捐贈成大

醫院行動醫療車，成大醫院將藉以在

臺南市偏遠地區或醫療資源較不足區

域進行C肝篩檢。中央健保署李伯璋署

長、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黃文正副局長

也參加捐贈式，並與成大醫學院沈延

盛院長分別致贈國際扶輪社及各分社

感謝狀，感謝一起守護民眾健康。
 

 從2015年起，成大醫院與臺南市肝病防治協會、台南市衛生局合作C肝定期篩檢治

療計畫，持續在馬沙溝地區舉辦，幫助馬沙溝地區原本高達7成的C肝盛行率降到一

成以下；為配合衛生福利部規劃的「2025年消除C肝」、「落實偏鄉離島醫療在地

化」及「108-112年度優化偏鄉醫療精進計畫」等施政計畫，成大醫院也複製在臺南

市馬沙溝之C肝篩檢經驗，並深化擴大推廣篩檢區域，除了在六甲、下營、將軍、白

河、仁德、歸仁、安平等區外，也將投入關廟、龍崎、楠西、新化等區進行C肝篩

檢。
 

 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表示，在既有的經驗下，成大醫院將運用此次捐贈的巡迴

醫療車，發揮醫療設備行動化的效果，擴大到健保南區醫療區域。
 

 這項計畫以支援偏遠地區或醫療資源較不足區域之民眾疾病篩檢為主，先以台南

市偏遠行政區為原則，選定目標區為關廟、龍崎、楠西、新化，必要時逐步擴大至

健保南區之偏遠地區。在執行上規劃如下，期以在2025年時可以達到年篩4,000人次

以上：1.聯合基層診所建立網絡，提供C肝檢測；2.結合公共衛生部門，針對行動醫

院計畫難以觸及偏遠地區，提供肝炎篩檢；3.與NGO組織策略聯盟，共同組成基層

民眾健康促進團隊；4.時間：以病人不動，醫師動的行動醫院概念，每週2次。
 

 在國際扶輪基金會（桃園福爾摩莎扶輪社、台南夢時代扶輪社、台南麻豆扶輪

社、台南鑽石扶輪社等）、健保署南區業務組、臺南市政府及衛生局等支持下，成

大醫院期望2025年讓C肝在臺南市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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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基金會捐成醫行動診療車
2021-01-16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國際扶輪基金會全球獎助金十五日捐贈一輛行動醫療車給成大醫院，將用在台南市偏遠地區或醫療資源較不足區域進行Ｃ肝篩檢，守護民眾健康。

包括中央健保署長李伯璋、台南市衛生局副局長黃文正昨天也參加捐贈儀式，並與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分別致贈國際扶輪社及桃園福爾摩莎扶輪

社、台南夢時代扶輪社、台南麻豆扶輪社、台南鑽石扶輪社等感謝狀，全場共同許下願望二０二五年讓Ｃ肝在台南市絕跡。

沈延盛表示，成大醫院與台南市肝病防治協會、衛生局合作Ｃ肝定期篩檢治療計畫，持續在台南馬沙溝地區舉辦，幫助馬沙溝地區原本高達七成的Ｃ

肝盛行率降到一成以下；為配合衛生福利部規劃的「二０二五年消除Ｃ肝」、「落實偏鄉離島醫療在地化」及「一０八至一一二年度優化偏鄉醫療精

進計畫」等施政計畫，成大醫院也複製在馬沙溝之Ｃ肝篩檢經驗，並深化擴大推廣篩檢區域，除了在六甲、下營、將軍、白河、仁德、歸仁、安平等

區外，也將投入關廟、龍崎、楠西、新化等偏遠地區或醫療資源較不足區域進行Ｃ肝篩檢，期到二０二五年能達到年篩四千人次以上。

成大醫院在既有的經驗下，將運用此次捐贈的巡迴醫療車，發揮醫療設備行動化的效果，擴大到健保南區之偏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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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贈成大醫院行動診療車

記者姜四海／臺南報導

 中央健康保險署為貫徹行政院「精進健保資源配置」及衛生福利部「落實偏鄉離島醫療在地化」之施政計畫，推動醫療資源不足

地區的巡迴醫療服務，提升偏鄉醫療的可近性，近年來除積極對偏鄉及山地離島醫療資源的挹注外，也努力連結民間社團的力量，

更獲得國際扶輪3502地區扶輪社全體幹部及社友的熱情響應，日前捐贈超音波行動診療車1輛予成大醫院，並由健保署長李伯璋代

表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致贈感謝狀給國際扶輪基金會代表，為守護臺南地區民眾健康共同奉獻心力。

2021/01/18　嘉南高屏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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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南市偏鄉C肝盛行率 國際扶輪基金捐贈行動
醫療車

大成報／ 2021.01.15 19:32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際扶輪基金會全球獎助金1月15日捐贈成大醫院行

動醫療車，醫院將藉以在臺南市偏遠地區或醫療資源較不足區域進行C肝篩檢；包括中

央健保署李伯璋署長、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黃文正副局長亦參加捐贈式，並與成大醫學院

沈延盛院長分別致贈國際扶輪社及各分社感謝狀，感謝一起守護民眾健康。  

 

國際扶輪基金會全球獎助金1月15日在中央健保署臺南市政府支持下，捐贈成大醫院行

動醫療車，捐贈者代表包括桃園福爾摩莎扶輪社朱立德總監、張仁川社長、新營東區社

陳清鏗總監與受贈者代表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行動醫療車備有心電圖和腹部超音波

設備，將藉以在臺南市偏遠地區或醫療資源較不足區域進行C肝篩檢。  

 

從2015年起，臺南市衛生局、成大醫院、臺南市肝病防治協會共同合作C肝定期篩檢治

療計畫，持續在馬沙溝地區舉辦，幫助馬沙溝地區原本高達7成的C肝盛行率降到1成以

下；為配合衛生福利部規劃的「2025年消除C肝」、「落實偏鄉離島醫療在地化」及

「108-112年度優化偏鄉醫療精進計畫」等施政計畫，成大醫院也複製在臺南市馬沙溝

之C肝篩檢經驗，並深化擴大推廣篩檢區域，除了在六甲、下營、將軍、白河、仁德、

歸仁、安平等區外，也將投入關廟、龍崎、楠西、新化等區進行C肝篩檢。  

 

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表示，在既有經驗下，成大醫院將運用此次捐贈的巡迴醫療車，

發揮醫療設備行動化的效果，擴大到健保南區醫療區域。  

https://n.yam.com/
https://n.yam.com/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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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計畫以支援偏遠地區或醫療資源較不足區域之民眾疾病篩檢為主，先以臺南市偏遠

行政區為原則，選定目標區為關廟、龍崎、楠西、新化，必要時逐步擴大至健保南區之

偏遠地區；在健保署南區業務組、臺南市政府及市府衛生局、國際扶輪基金會(桃園福

爾摩莎扶輪社、臺南夢時代扶輪社、臺南麻豆扶輪社、臺南鑽石扶輪社等)等支持下，

醫院期望2025年讓C肝在臺南市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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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臺南偏鄉C肝盛行率  國際扶輪基金捐贈行動醫療車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際扶輪基金會全球獎助金1月15日捐贈成大醫院行動

醫療車，醫院將藉以在臺南市偏遠地區或醫療資源較不足區域進行C肝篩檢；包括中央

健保署李伯璋署長、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黃文正副局長亦參加捐贈式，並與成大醫學院

沈延盛院長分別致贈國際扶輪社及各分社感謝狀，感謝一起守護民眾健康。

國際扶輪基金會全球獎助金1月15日在中央健保署及臺南市政府支持下，捐贈成大醫院

行動醫療車，捐贈者代表包括桃園福爾摩莎扶輪社朱立德總監、張仁川社長、新營東

區社陳清鏗總監與受贈者代表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行動醫療車備有心電圖和腹部

超音波設備，將藉以在臺南市偏遠地區或醫療資源較不足區域進行C肝篩檢。
 

從2015年起，臺南市衛生局、成大醫院、臺南市肝病防治協會共同合作C肝定期篩檢

治療計畫，持續在馬沙溝地區舉辦，幫助馬沙溝地區原本高達7成的C肝盛行率降到1

成以下；為配合衛生福利部規劃的「2025年消除C肝」、「落實偏鄉離島醫療在地

化」及「108-112年度優化偏鄉醫療精進計畫」等施政計畫，成大醫院也複製在臺南

市馬沙溝之C肝篩檢經驗，並深化擴大推廣篩檢區域，除了在六甲、下營、將軍、白

河、仁德、歸仁、安平等區外，也將投入關廟、龍崎、楠西、新化等區進行C肝篩檢。
 

勁報 2021/01/15 19:24(2天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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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表示，在既有經驗下，成大醫院將運用此次捐贈的巡迴醫療

車，發揮醫療設備行動化的效果，擴大到健保南區醫療區域。

這項計畫以支援偏遠地區或醫療資源較不足區域之民眾疾病篩檢為主，先以臺南市偏

遠行政區為原則，選定目標區為關廟、龍崎、楠西、新化，必要時逐步擴大至健保南

區之偏遠地區；在健保署南區業務組、臺南市政府及市府衛生局、國際扶輪基金會(桃

園福爾摩莎扶輪社、臺南夢時代扶輪社、臺南麻豆扶輪社、臺南鑽石扶輪社等)等支持

下，醫院期望2025年讓C肝在臺南市絕跡。



2021/1/18 降低臺南偏鄉C肝盛行率  國際扶輪基金捐贈行動醫療車-社會-HiNet生活誌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192076 3/6



2021/1/18 國際扶輪基金會捐助成大醫院行動醫療車 前往偏遠地區C肝篩檢 | 台灣好新聞 TaiwanHot.net

https://www.taiwanhot.net/?p=897116 1/5

國際扶輪基金會捐助成大醫院行動醫療車　前往偏遠地

區C肝篩檢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1-01-16 08:20

國際扶輪基金會全球獎助金15日捐贈成大醫院行動醫療車，成大醫院將藉以在臺南

市偏遠地區或醫療資源較不足區域進行C肝篩檢。

中央健保署李伯璋署長、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黃文正副局長也參加捐贈式，並與成大醫

學院沈延盛院長分別致贈國際扶輪社及各分社感謝狀，感謝一起守護民眾健康。





2021/1/18 國際扶輪基金會捐助成大醫院行動醫療車 前往偏遠地區C肝篩檢 | 台灣好新聞 TaiwanHot.net

https://www.taiwanhot.net/?p=897116 2/5

從2015年起，成大醫院與臺南市肝病防治協會、台南市衛生局合作C肝定期篩檢治療

計畫，持續在馬沙溝地區舉辦，幫助馬沙溝地區原本高達7成的C肝盛行率降到一成

以下；為配合衛生福利部規劃的「2025年消除C肝」、「落實偏鄉離島醫療在地化」

及「108-112年度優化偏鄉醫療精進計畫」等施政計畫，成大醫院也複製在臺南市馬

沙溝之C肝篩檢經驗，並深化擴大推廣篩檢區域，除了在六甲、下營、將軍、白河、

仁德、歸仁、安平等區外，也將投入關廟、龍崎、楠西、新化等區進行C肝篩檢。

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表示，在既有的經驗下，成大醫院將運用此次捐贈的巡迴醫療

車，發揮醫療設備行動化的效果，擴大到健保南區醫療區域。

這項計畫以支援偏遠地區或醫療資源較不足區域之民眾疾病篩檢為主，先以台南市偏

遠行政區為原則，選定目標區為關廟、龍崎、楠西、新化，必要時逐步擴大至健保南

區之偏遠地區。在執行上規劃如下，期以在2025年時可以達到年篩4,000人次以上。

在國際扶輪基金會（桃園福爾摩莎扶輪社、台南夢時代扶輪社、台南麻豆扶輪社、台

南鑽石扶輪社等）、健保署南區業務組、臺南市政府及衛生局等支持下，成大醫院期

望2025年讓C肝在臺南市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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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成大醫院複製馬沙溝降低C肝盛行率經驗擴大行動方案 國際扶
輪基金會捐助行動醫療車
Posted By: TainanTalk  一月 15, 2021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國際扶輪基金會全球獎助金1月15日捐贈成大醫院行動醫療車，成大醫院將藉以在臺南市偏遠地區或醫療資源較不足區域進
行C肝篩檢。中央健保署長李伯璋、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黃文正副局長也參加捐贈式，並與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分別致贈國際扶輪社及各分社感謝
狀，感謝一起守護民眾健康。

（圖說）國際扶輪基金會全球獎助金1月15日捐贈成大醫院行動醫療車。（記者鄭德政攝） 
從2015年起，成大醫院與臺南市肝病防治協會、台南市衛生局合作C肝定期篩檢治療計畫，持續在馬沙溝地區舉辦，幫助馬沙溝地區原本高達7成的C
肝盛行率降到一成以下；為配合衛生福利部規劃的「2025年消除C肝」、「落實偏鄉離島醫療在地化」及「108-112年度優化偏鄉醫療精進計畫」等
施政計畫，成大醫院也複製在臺南市馬沙溝之C肝篩檢經驗，並深化擴大推廣篩檢區域，除了在六甲、下營、將軍、白河、仁德、歸仁、安平等區
外，也將投入關廟、龍崎、楠西、新化等區進行C肝篩檢。

（圖說）桃園福爾摩莎扶輪社朱立德總監(左2)、張仁川社長(右1)及新營東區扶輪社陳清鏗總監(右2)將行動醫療車模型及鑰匙交給成大醫學院沈延盛
院長(左1)。（記者鄭德政攝） 
成大醫學院沈延盛院長表示，在既有的經驗下，成大醫院將運用此次捐贈的巡迴醫療車，發揮醫療設備行動化的效果，擴大到健保南區醫療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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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行動醫療車備有心電圖和腹部超音波設備，將藉以在臺南市偏遠地區或醫療資源較不足區域進行C肝篩檢。（記者鄭德政攝） 
這項計畫以支援偏遠地區或醫療資源較不足區域之民眾疾病篩檢為主，先以台南市偏遠行政區為原則，選定目標區為關廟、龍崎、楠西、新化，必要
時逐步擴大至健保南區之偏遠地區。在執行上規劃如下，期以在2025年時可以達到年篩4,000人次以上： 
1.聯合基層診所建立網絡，提供C肝檢測； 
2.結合公共衛生部門，針對行動醫院計畫難以觸及偏遠地區，提供肝炎篩檢； 
3.與NGO組織策略聯盟，共同組成基層民眾健康促進團隊； 
4.時間：以病人不動，醫師動的行動醫院概念，每週2次。 
在國際扶輪基金會（桃園福爾摩莎扶輪社、台南夢時代扶輪社、台南麻豆扶輪社、台南鑽石扶輪社等）、健保署南區業務組、臺南市政府及衛生局等
支持下，成大醫院期望2025年讓C肝在臺南市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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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偏鄉離島醫療服務 扶輪社捐贈醫療巡迴車
 

【CTIMES/SmartAuto 編輯部 報導】   2021年01月15日 星期五

國際扶輪3502地區2020-2021年度巡迴醫療車捐贈分布圖
(source:衛福部;2021/01)

CTIMES/SmartAuto / 新聞 /

瀏覽人次：【758】

為守護大台南地區民眾健康共同奉獻心力，國際扶輪3502地區扶輪社全體幹部及社友的

熱情響應，捐贈超音波行動診療車1輛予成大醫院，今(15)日舉辦捐贈儀式，並由健保署

署長李伯璋代表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致贈感謝狀給國際扶輪基金會代表。

國際扶輪社3502地區結合國內外扶輪社

申請全球獎助金，於2020-2021年度捐贈

8台醫療巡迴車，今(15)日捐贈的醫療巡

迴車，是年度最後一台，意義特別重大。

本台醫療巡迴車配備多探頭活動式超音波

儀器等設備，可供成大醫院的醫師使用車

上設備，結合健保醫療巡迴及居家醫療服

務，針對內臟器官評估有異常者，立即給

予相關檢查進行診斷，減少偏鄉民眾過去

需舟車勞頓到都會區醫院才能進行檢查，

而得以早期確認異常問題。

成大醫院致力於落實執行山地離島偏鄉特

殊需求照護服務，歷年來支援雲林、嘉

義、台南、高屏及離島澎湖等地區之緊急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急救責任醫院之門診、

急診、住院值班業務，並支援台南偏遠衛

生所之門診服務，且於台南市將軍區辦理

巡迴醫療服務，108年度巡迴醫療共服務約1,100人次及衛生教育講座宣導共18場，大幅

提升偏鄉離島地區醫療服務品質，降低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及因疾病無法外出就醫之民眾的

不便利與障礙。尤其是成大醫院為達成衛生福利部「2025年消除C肝」之施政計畫，預定

透過本次獎助的行動醫療車及腹部超音波等設備，在仁德區、關廟區、龍崎區之C肝特別

門診或篩檢，對於尚未接受篩檢或治療居民，逐一執行篩檢及輔導轉介治療，讓C肝病人

一個都不漏，未來將以此成功模式，擴展到雲林、嘉義及台南等偏鄉區域，幫助C肝患者

早日遠離病痛。

http://www.ctimes.com.tw/news/2021/01/15/153503002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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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璋署長對於國際扶輪社及各方公私部門、醫事團體攜手合作表示感謝，國際扶輪

3502地區扶輪社本次捐贈的超音波行動診療車，成為醫療人員為台南地區偏鄉居民及行

動不便的民眾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及C肝預防篩檢的利器，能夠縮短城鄉差距，並藉各界

愛心及巡迴醫療車等資源，守護民眾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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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扶輪捐成醫診療車辦C肝篩檢／蹦新聞
來源：蹦新聞 | 日期：2021-01-18 06:34:09 | 瀏覽次數：157

蹦新聞

蹦新聞─翁順利／台南

  台南國際扶輪3502地區扶輪社日前捐贈超音波行動診療車1輛予成大醫院，健保署李伯璋署長代表衛生福利部致贈感謝狀，成醫將用於偏鄉的C肝炎篩檢服務。

  國際扶輪社3502地區結合國內外扶輪社申請全球獎助金，於2020-2021年度捐贈8台醫療巡迴車，這次捐贈的醫療巡迴車，是年度最後一台，此醫療巡迴車，配備多探
動式超音波儀器等設備，可結合健保醫療巡迴及居家醫療服務，針對內臟器官評估有異常者，立即給予相關檢查進行診斷，減少偏鄉民眾過去需舟車勞頓到都會區醫院
行檢查，而得以早期確認異常問題。

  成大醫院歷年來支援台南偏遠衛生所門診服務，預定透過本次獎助的行動醫療車及腹部超音波等設備，在仁德區、關廟區、龍崎區之C肝特別門診或篩檢，對於尚未接
檢或治療居民，逐一執行篩檢及輔導轉介治療，讓C肝病人一個都不漏，未來將以此成功模式，擴展到雲林、嘉義及台南等偏鄉區域，幫助C肝患者早日遠離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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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遊竹溪水岸 訪友愛市場AI公司
2021-01-16

總統蔡英文指名參訪竹溪，並在特色公園與小朋友開心互動。（記者吳孟珉攝）

記者吳孟珉⁄台南報導

去年改造完工的「台南觀光新亮點」—竹溪，總統蔡英文十五日指名踩點，並開心的與在公園遊玩的小小孩互動拍照。另走訪位於友愛市場的「台南

辦公室暨人工智慧發展中心」，樂見在台南傳統市場中擁有在ＡＩ國際產業鏈中佔占有一席之地的新創公司萌芽茁壯。

蔡英文走訪竹溪，全程未公開致詞，但聽取水利局簡報時頻頻點頭，顯得非常專注。市長黃偉哲表示，竹溪從排放家庭生活廢水的臭水溝，變成親

水、近水的遊憩場所，非常不容易，治水、親水的部分台南會再接再厲，但也懇請中央能夠幫忙，創造更好的親水環境。

蔡英文聽取簡報後，至猶如半月般弧形設計的月見橋登高眺遠，欣賞竹溪計畫中最耀眼的亮點。接著也至竹溪共融特色公園和小朋友互動，小小孩高

喊總統好，並開心比ＹＡ合照。

蔡英文台南之行，還參訪「美商寶蘊凌科網路科技有限公司（Linker Networks）」位於友愛市場的「台南辦公室暨人工智慧發展中心」。

市長黃偉哲表示，二０一九年下半年開始邀請Linker Networks來台南設立ＡＩ技術發展據點，並協助台南軟體人才接軌國際專案，因而促成二０

二０年共同合作發展「台南市ＡＩ登革熱防疫平台」，將台南這幾年卓越的登革熱防疫成績ＡＩ化，以科技解決眼前民生問題。

Linker Networks創辦人謝源寶博士向蔡英文表示，沒有人相信傳統市場裡藏著一家國際級ＡＩ團隊，並靠著ＡＩ自動標註成為台灣唯一入圍美國

微軟總部汽車產業鏈的二０二０年度夥伴。Linker在國際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仍能逆勢成長拿下LG、Samsung、Bosch、SK Telecom等國際大廠

的訂單。同時與國立成功大學簽署「跨領域ＡＩ與人才培育」合作意向書、與新冠肺炎爆發時製作「口罩地圖」的熱血工程師吳展瑋(Howard Wu)

及其團隊「好想工作室」共同開發ＡＩ應用解決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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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隱隱於「市」  蔡英文參訪隱身菜市場內國際級新創公司
記者莊漢昌／台南報導  2021-01-15 23:25

總統蔡英文15日在台南市長黃偉哲陪同下，前往參訪友愛市場「台南辦公室暨人工智慧發展中心」的「美商寶蘊凌科網路科技

限公司（Linker Networks）」，由創辦人謝源寶簡報與導覽，眾人皆樂見在台南傳統市場中，隱藏一家擁有技術能量且已在A

際產業鏈中佔有一席之地的新創公司在此萌芽茁壯，讓台南人才接軌國際，也讓友愛市場晉升國際級AI技術中心。

台南市長黃偉哲表示，大隱隱於市，眾所皆知台南的小吃美食多在巷弄之間，殊不知，在歷史悠久的友愛市場裡，隱藏著一個

級的新創團隊Linker Networks，與多個全球化的知名企業為合作夥伴，將AI技術應用在自動駕駛、精準醫療，甚至於登革熱的

疫工作，讓台灣的科技技術在世界上發光發熱。

黃偉哲指出，2019年下半年開始邀請Linker Networks來台南設立AI技術發展據點，也因而促成2020年共同合作發展「台南市

登革熱防疫平台」。黃偉哲很感謝其工作團隊選擇在台南落地發展，招募在地畢業的年輕學子得以有進一步的成長，並與國際

軌，黃市長更感謝總統的參訪，期望將來不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都能透過與善於運用AI技術的新創公司合作，不只讓人民生活

便利，也讓台灣奠定未來產業發展基礎，堅實軟體人才技術能量積極拓展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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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會戴偉峻主委說，Linker Networks的AI人工智慧發展中心，有許多年輕的工程師隱身在友愛市場四樓為AI發展打拼，成立

一年已經培育逾300個在地青年學子，期待Linker Networks、期待這些南台灣年輕人，也期待中央、地方能攜手一起在未來提

更大的舞台與大家一同努力，讓古都台南真正翻轉，成就「科技古都」，迎向國際市場，創造專屬台南的科技舞台。

Linker Networks創辦人謝源寶博士向蔡英文總統及黃偉哲市長表示，沒有人會相信傳統市場裡藏著一家國際級AI團隊，並靠著

自動標註成為台灣唯一入圍美國微軟總部汽車產業鏈的2020年度夥伴，更提及Linker在國際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仍能逆勢成長

下LG、Samsung、Bosch、SK Telecom等國際大廠的訂單。

Linker更是不遺餘力強化與在地人才的結合，包含與國立成功大學簽署「跨領域AI與人才培育」合作意向書、與新冠肺炎爆發

作「口罩地圖」的熱血工程師吳展瑋（Howard Wu）及其團隊「好想工作室」共同開發AI應用解決方案等，創造南台灣AI技術

用與軟體人才更豐富的期待及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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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AI高科技隱身於傳統市場 總統蔡英文今訪寶蘊凌科網路

2021/01/15 16:24

總統蔡英文（中）今日參訪美商寶蘊凌科網路科技公司（Linker Networks）」位於中西區
友愛市場的台南辦公室據點。（台南市府提供）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總統蔡英文今（15）日參訪台南，其中1站未列入公開行程，是美

商寶蘊凌科網路科技公司（Linker Networks）」位於中西區友愛市場的「台南辦公室暨人工

智慧發展中心」，她參訪後肯定台南傳統市場創造台灣新軟實力。

　這處參訪行程不公開，市府轉述表示，蔡總統在市長黃偉哲陪同下參觀，樂見在台南傳統市

場中，1家擁有技術能量且已在AI國際產業鏈中佔有一席之地的新創公司在此萌芽茁壯，成功讓

台南人才接軌國際專案，也讓友愛市場晉升「國際級AI技術中心」，未來數年將是AI結合5G技

術落地的重要時刻，中央、地方政府、產學界合作，奠定未來產業發展基礎，堅實軟體人才技

術能量積極拓展海外市場。

　黃偉哲表示，2019年下半年開始邀請Linker Networks來台南設立AI技術發展據點，期盼藉

由Linker將國際大廠AI技術合作經驗帶來台南，並與臺南在地需求結合，並協助台南軟體人才

接軌國際專案，也因而促成2020年共同合作發展「台南市AI登革熱防疫平台」，將台南這幾年

卓越的登革熱防疫成績AI化，以科技解決眼前民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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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er Networks創辦人謝源寶（Paul Shieh）博士表示，沒有人相信傳統市場裡藏著1家國

際級AI團隊，並靠著AI自動標註成為台灣唯一入圍美國微軟總部汽車產業鏈的2020年度夥伴。

　謝源寶更提及Linker在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期間，仍能逆勢成長拿

下LG、Samsung、Bosch、SK Telecom等國際大廠的訂單。同時，Linker更是不遺餘力強化

與在地人才的結合，包含與國立成功大學簽署「跨領域AI與人才培育合作意向書，以及跟製作

「口罩地圖」的「好想工作室」吳展瑋團隊共同開發AI應用解決方案等，創造南台灣AI技術應

用發展與人才培育。

　研考會表委戴偉峻表示，Linker Networks的AI人工智慧發展中心，有許多年輕工程師參

與，成立近1年已經培育逾300個在地青年學子，與國際接軌，成就「科技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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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參訪新創公司　黃偉哲：翻轉古都打造
國際級AI技術中心

▲總統蔡英文15日下午在台南市長黃偉哲等人前往參訪友愛市場「台南辦公室暨人工智慧發展

中心」的「美商寶蘊凌科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總統蔡英文15日下午在台南市長黃偉哲率領研考會主委戴偉峻、衛生局長許以霖

陪同下，前往參訪友愛市場「台南辦公室暨人工智慧發展中心」的「美商寶蘊凌

科網路科技有限公司」，由創辦人謝源寶簡報與導覽。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5%9C%B0%E6%96%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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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等人皆樂見在台南傳統市場中，隱藏一家擁有技術能量，且已在AI國

際產業鏈中佔有一席之地的新創公司在此萌芽茁壯，讓台南人才接軌國際，也讓

友愛市場晉升國際級AI技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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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長黃偉哲表示，大隱隱於市，眾所皆知台南的小吃美食多在巷弄之間，殊

不知，在歷史悠久的友愛市場裡，隱藏著一個國際級的新創團隊Linker

Networks，與多個全球化的知名企業為合作夥伴，將AI技術應用在自動駕駛、精

準醫療，甚至於登革熱的防疫工作，讓台灣的科技技術在世界上發光發熱。

黃偉哲指出，2019年下半年開始邀請Linker Networks來台南設立AI技術發展據

點，也因而促成2020年共同合作發展「台南市AI登革熱防疫平台」。

此外，黃偉哲也很感謝其工作團隊選擇在台南落地發展，招募在地畢業的年輕學

子得以有進一步的成長，並與國際接軌，黃市長更感謝總統的參訪，期望將來不

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都能透過與善於運用AI技術的新創公司合作，不只讓人民生

活更加便利，也讓台灣奠定未來產業發展基礎，堅實軟體人才技術能量積極拓展

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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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會戴偉峻主委說，Linker Networks的AI人工智慧發展中心，有許多年輕的工

程師隱身在友愛市場四樓為AI發展打拼，成立近一年已經培育逾300個在地青年

學子，期待Linker Networks、期待這些南台灣年輕人，也期待中央、地方能攜

手一起在未來提供更大的舞台與大家一同努力，讓古都台南真正翻轉，成就「科

技古都」，迎向國際市場，創造專屬台南的科技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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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er Networks創辦人謝源寶博士向蔡英文總統及黃偉哲市長表示，沒有人會

相信傳統市場裡藏著一家國際級AI團隊，並靠著AI自動標註成為台灣唯一入圍美

國微軟總部汽車產業鏈的2020年度夥伴，更提及Linker在國際新冠肺炎疫情期

間，仍能逆勢成長拿下LG、Samsung、Bosch、SK Telecom等國際大廠的訂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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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er更是不遺餘力強化與在地人才的結合，包含與國立成功大學簽署「跨領域

AI與人才培育」合作意向書、與新冠肺炎爆發時製作「口罩地圖」的熱血工程師

吳展瑋（Howard Wu）及其團隊「好想工作室」共同開發AI應用解決方案等，創

造南台灣AI技術應用與軟體人才更豐富的期待及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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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廣角鏡〉多元學習 南工邀外籍生交流
2021-01-18

南工邀請成大、南台、崑大國際交換生到校交流。（記者汪惠松攝）

台南高工積極推動國際教育，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學生前往日本高校國際交流活動無法成行，為了不讓國際交流中斷，邀請成功大學、南台、崑

山科大之國際交換生，利用每週社團活動及第八節時間進行教學，培養學生具備國際移動力，迎接未來的挑戰。

南工校長陳啟聰表示，在國際化及全球化趨勢下，培養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能力的專業人才，是學校未來努力方向，往年均有二至三名外籍生至南工

就讀二年級，激發同學思考、文化融合及提升英文學習能力。另學校每年也定期安排學生前往日本岐阜高校進行國際教育交流活動，今年因疫情影響

均無法成行。

為了不讓國際交流活動中斷，南工邀請成大、南台、崑大國際交換生，利用每週三中午、下午社團活動及第八節時間進行相關課程教學，同學們也將

學校及台灣的文化特色等，與國際交換生交流，最重要的是同學們願意開口說英文，練習膽量。

南工也成立國際教育社團，規劃學習各國文化、體育、飲食、教育等相關知識，提升學生國際視野，呼應「國際教育二點零」的願景為接軌國際、鏈

結全球。

學務主任尤致文表示，國際交流課程參加學生以一、二年級為主，目前邀請國家包括哥斯大黎加、貝里斯、史瓦帝尼、越南等國家，同學們藉由課程

交流學習，從多元的角度檢視台灣與國際化之差異。

（記者汪惠松）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category/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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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彭梓涵、巫芝岳

今(16)日，由圖爾思生技、中央研究院、臺大醫院合作舉辦的第五屆「亞洲微生物體趨勢論壇」中，
論壇三邀請成大助理教授徐瑋萱、長庚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林稚容、臺大醫院醫師吳偉愷等青年學
者，分享他們腸道菌相關的研究中，與微生物胞外泌體、慢性肺阻塞(COPD)、心血管疾病疾病的關
連。

微生物胞外泌體疾病治療新策略

成功大學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管理研究所徐瑋萱助理教授，分享腸道菌如何透過胞外泌體進行彼此
間的訊息傳遞。

徐瑋萱首先表示胞外泌體(extracellular vesicles)的研究發展已經很久，因為內含少量DNA、RNA與
sRNA，常有研究針對正常細胞產生的外泌體(exosome)、凋亡細胞產生的凋亡小體(apoptotic
bodies)、以及癌細胞產生的脂質體(oncosomes)進行探討。

目前反而較少針對腸道微生物產生的胞外泌體進行研究。徐瑋萱的研究，則是針對乳酸菌產生的胞
外泌體，進行分離、觀察其形態、濃度、粒徑大小，並研究其功能。

她的研究也證實植物乳酸菌產生的胞外泌體，在生鮮的鮪魚上可抑制造成腐壞的希瓦氏菌
(Shewanella putrefaciens)活性。相關研究2020年已發表在《Food Chemistry》期刊上。

徐瑋萱也將這些胞外泌體進一步研究觀察，是否可用來治療人類困難梭狀芽孢桿菌感染(CDI)，目前
初步結果發現，有三成的腸道微生物會內吞胞外泌體，未來她也會探討是那些菌內吞胞外泌體，並
確認其功效。

202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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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宏基因組定序揭慢性肺阻塞與腸道菌相關聯

長庚大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林稚容，介紹了其團隊近期在慢性肺阻塞(COPD)模式小
鼠中，腸道微生物菌相的相關研究。

林稚容指出，在COPD與微生物的關係研究中，已有相當多針對肺部微生物叢的研究，證實若微生物
刺激COPD的重要指標——IL-17A增多，易造成疾病；而他們則是針對腸道細菌進行研究。

研究中運用吸菸導致COPD模式小鼠，並以四種常見抗生素處理，試圖看出腸道菌相的改變，是否會
對疾病有所影響。此外，他們也以糞便移植(FMT)方式，研究將健康小鼠的糞便轉移給罹病小鼠時的
結果，結果顯示部分組別病情確實有改善。分析小鼠腸道菌相後，也找出在健康與罹病小鼠間，腸
道菌相的不同。

他們以宏基因組定序(metagenome-seq)技術，找出了多支與疾病出現呈正相關與負相關的細菌，其中
鎖定關聯性最大的戈氏副擬桿菌(Parabacteroides goldsteinii)菌種進行研究。他們發現，其中該細菌的
脂多醣(LPS)「PgLPS」或許具有抗發炎的潛力；使用另一種菌相組成不同的小鼠進行實驗後，也再
次驗證PgLPS可抗發炎，且有望改善疾病，未來期望能將該物質進而用於臨床相關研究中。

吃肉影響心血管健康？臺大腸道菌TMAO研究促個人「精準營養」

臺大醫院北護分院肝膽腸胃科醫師吳偉愷，介紹了腸道菌氧化三甲胺(trimethylamine-N-oxide, TMAO)
產能檢測的研究，及其如何促進「精準營養」。

吳偉愷表示，目前已有許多研究指出，腸道菌因為會影響脂肪代謝，或是經由三甲胺(trimethylamine,
TMA)、TMAO途徑，影響心血管健康。TMA是飲食中肉鹼和膽鹼常見的成分，進入體內血液循環
後，再經肝臟代謝，以尿液排除。

臺大的研究團隊因此以口服肉鹼耐量測試，來辨別腸道菌TMAO的產能，他們發現，葷食者的腸道
菌TMAO高產能機率，為素食者的10倍。此外也發現，對於TMAO高產能者，服用肉鹼後造成心血管
疾病的風險較高，且對肉鹼的生物吸收率較差，而TMAO低產能者若連續服用肉鹼，也會改變腸道
菌叢成為高產能者。

他們也進一步比較TMAO高/低產能者的菌相差異，找出其中生成TMAO可能的關鍵菌種Ihubacter
massiliensis。吳偉愷說，未來若能進而發展出與這些細菌相關的藥物，就能協助病人降低TMAO，減
少心血管疾病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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