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4/16 成大企協理監事 拜會本報 | 中華日報|中華新聞雲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387319 1/1

成大企協理監事 拜會本報
2021-04-16

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理監事等一行，昨由理事長杜宜婕(前排左四)率領拜會中華日報社，社長邵英
傑(前排右四)親切接待並合影留念。（記者趙傳安攝）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企業界菁英組成的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第二十一屆理監事，十五日拜會中華日報社。理事長杜宜婕表示，成大企協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今年持續

公益主軸，五月二十二日將在台南公園舉辦捐血活動。下半年捐贈復康巴士給市府社會局，安排弱勢學童搭乘高鐵，走訪台北一０一、木柵動物園等

景點，拓展孩子們的視野，看見台灣之美。

成大企協一行由杜宜婕率領，昨日上午在成大工程管理碩士專班專任教授蔡明田陪同下到訪，中華日報社長邵英傑、副總經理謝國龍熱情接待。

杜宜婕經營鎧億鋼品公司，防火鋼板、綠建材為主力商品，也承接建物外牆耐震、廠房施作業務，不僅是業界叫得出名號的女強人，還贏得「鋼鐵女

王」的美譽。事業有成的她，接下成大企協第二十一屆理事長重任，隨即擬定年度計畫。配合母親節辦理的捐血活動，將率先於五月二十二日在公園

路側的台南公園登場。現場另有命理服務及消防宣導，希望募得六百袋熱血。九月十九日則配合中秋節慶，規劃復康巴士捐贈儀式。杜宜婕指出，購

置復康巴士需要一百四十五萬元經費，在成大企協幹部、成員、親友團熱情支持下，迅速達成款項籌措目標。

邵社長指出，中華日報今年歡慶創刊七十五週年，積極數位轉型的同時，也持續提升紙本閱讀服務品質，期盼與時俱進。四月一日起領先各平面媒

體，將醫藥保健版重新改版、字體放大，方便中壯年族群讀報，貼心服務獲讀者肯定。現階段中華日報仍維持六個版面報導大台南地區新聞，篇幅居

各報之冠，在地深耕，成果有目共睹。

除了杜宜婕、蔡明田，其他到訪人員包括成大企協副理事長張鈺雪、秘書長許辛田、公關長楊玉真、財務長黃伏民、副財務長林文祥、理事林芳璦、

黃瓊美、黃芊菲、張宥晨、監事陳文彬、謝榮全、吳宗杰、社會公益主委蔡明宗、副主委張巧莉、會刊編輯主委蕭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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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行動相挺農民，公益回饋地方 蔡筱薇議員媒合成大及全瑩生
技贊助鳳梨
Posted By: TainanTalk  四月 15, 2021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行動相挺農民，公益回饋地方」臺南市議員蔡筱薇、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USR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團隊、全瑩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攜手合作，今(15)日公開捐贈100箱鳳梨，分送給地方社區、關懷協會，同時呼籲各界響應做公益、送愛心。

（圖說）臺南市議員蔡筱薇（後右五）、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USR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團隊、全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攜手合作，今日公開捐贈
100箱鳳梨，分送給地方社區、關懷協會，同時呼籲各界響應做公益、送愛心。（記者鄭德政攝） 
臺南市議員蔡筱薇指出，自擔任公職以來就積極媒合民間團體，將愛擴大散播到社會各個角落，這次感謝全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成功大學生物科
中心USR計畫團隊熱心投入公益，期盼透過捐贈活動，將公益理念傳遞出去，帶給社會一份溫暖。

（圖說）市議員蔡筱薇（中）、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USR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團隊、全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2個團體，今日公開捐贈100箱鳳梨
分送給地方社區、關懷協會。（記者鄭德政攝）
全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陳暐恩經理指出，全瑩生技是台灣第一家合成生物學概念生技的公司，公司致力於用科技愛護地球外，也長期熱心於社會公
益，落實企業責任，特別感謝蔡議員協助媒合本次活動，由民代來做中間的聯繫，作為企業與社會的媒介。
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陳俊延教授強調，USR (大學社會責任)讓大學的功能不僅是學術研究與人才培育，更要將知識傳遞給社會大眾，帶動地區的繁
榮與發展，推動社會永續向前，未來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將持續善盡的公益服務責任，讓社會充滿溫暖。
本次活動共有12個團體共襄盛舉，包含新世代社會福利關懷協會、台灣普力關懷協會、台南市朝日行善會、富強社區發展協會、後甲社區發展協
會、成大社區發展協會、裕聖社區發展協會、大福里、大德里、關聖里、崇善里、圍下里，會後大家也共同合照，替這場公益記者會劃下美好的句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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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相挺農民，公益回饋地方 蔡筱薇議員媒合成大及全瑩
生技贊助鳳梨

【勁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行動相挺農民，公益回饋地方」臺南市議員蔡筱薇、

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USR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團隊、全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攜

手合作，15日公開捐贈100箱鳳梨，分送給地方社區、關懷協會，同時呼籲各界響應

做公益、送愛心。

臺南市議員蔡筱薇指出，自擔任公職以來就積極媒合民間團體，將愛擴大散播到社會

各個角落，這次感謝全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USR計畫團隊熱

心投入公益，期盼透過捐贈活動，將公益理念傳遞出去，帶給社會一份溫暖。

全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陳暐恩經理指出，全瑩生技是台灣第一家合成生物學概念生技

的公司，公司致力於用科技愛護地球外，也長期熱心於社會公益，落實企業責任，特

別感謝蔡議員協助媒合本次活動，由民代來做中間的聯繫，作為企業與社會的媒介。

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陳俊延教授強調，USR (大學社會責任)讓大學的功能不僅是學

勁報 2021/04/15 22:27(10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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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究與人才培育，更要將知識傳遞給社會大眾，帶動地區的繁榮與發展，推動社會

永續向前，未來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將持續善盡的公益服務責任，讓社會充滿溫

暖。

本次活動共有12個團體共襄盛舉，包含新世代社會福利關懷協會、台灣普力關懷協

會、台南市朝日行善會、富強社區發展協會、後甲社區發展協會、成大社區發展協

會、裕聖社區發展協會、大福里、大德里、關聖里、崇善里、圍下里，會後大家也共

同合照，替這場公益記者會劃下美好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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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公益送愛心　南市議員媒合企業買鳳梨挺農民
記者莊漢昌／台南報導  2021-04-15 14:43

臺南市議員蔡筱薇、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USR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團隊、全瑩生

技公司攜手合作，以行動相挺農民，捐贈100箱鳳梨，分送給地方社區、關懷協

會，同時呼籲各界響應做公益、送愛心。

市議員蔡筱薇指出，自擔任公職以來就積極媒合民間團體，將愛擴大散播到社會

各個角落，這次感謝全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USR計畫團

隊熱心投入公益，期盼透過捐贈活動，將公益理念傳遞出去，帶給社會一份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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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

全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理陳暐恩指出，全瑩生技是台灣第一家合成生物學概念

生技的公司，公司致力於用科技愛護地球外，也長期熱心於社會公益，落實企業

責任，特別感謝蔡議員協助媒合本次活動，由民代來做中間的聯繫，作為企業與

社會的媒介。

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教授陳俊延表示，USR (大學社會責任)讓大學的功能不僅是

學術研究與人才培育，更要將知識傳遞給社會大眾，帶動地區的繁榮與發展，推

動社會永續向前，未來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將持續善盡公益服務責任，讓社會

充滿溫暖。

本次活動共有12個團體共襄盛舉，包含新世代社會福利關懷協會、台灣普力關懷

協會、台南市朝日行善會、富強社區發展協會、後甲社區發展協會、成大社區發

展協會、裕聖社區發展協會、大福里、大德里、關聖里、崇善里、圍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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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筱薇媒合產學購鳳梨送愛
2021-04-16

議員蔡筱薇媒合多個單位捐贈鳳梨，以行動力挺農民，以公益回饋地方。（記者林雪娟攝）

記者林雪娟⁄南市報導

台南鳳梨邁入盛產期，議員蔡筱薇媒合科技中心ＵＳＲ（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團隊、全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贊助一百箱鳳梨，十五日贈送給社區、

關懷協會和社福公益團體。 全瑩致力發展蝦紅素、葉黃素等生物科技，接受成大生科中心輔導，而生科中心也輔導關廟鳳梨業者使用液態肥料，因

今年鳳梨盛產，出口卻無管道，成大牽線雙方，再轉由蔡筱薇媒合社區、協會等單位，達到三贏局面。

全瑩生技經理陳暐恩指出，全瑩生技致力以科技愛護地球並推動社會公益，落實企業責任；成大生科中心教授陳俊延表示，成大協助農民使用對環境

友善的液態肥料，推動社會永續向前，善盡公益服務。

蔡筱薇說，台南是鳳梨故鄉，鼓勵民眾品嘗在地甜美滋味，也擔心盛產價跌及出口不順，傷及農民，透過多方合作，將愛傳遞至各方。

一百箱鳳梨捐贈給十餘個單位，包括新世代社會福利關懷協會、台灣普力關懷協會、台南市朝日行善會、富強社區發展協會、後甲社區發展協會、成

大社區發展協會、裕聖社區發展協會及大福、大德、關聖、崇善及圍下里等。崇善里長陳建銘表示，鳳梨將送至關懷據點和獨居老人；昭日行善會目

前設物資轉運中心，將轉給服務的三十處據點、精障中心及課輔單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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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景光電董事長吳炳昇 獲選工研院院友會理事長
2021/04/16 08:24

工研院院友會第7屆理監事就任典禮合影，理事長為奇景光電董事長吳炳昇（前排右五）。
（工研院院友會提供）

〔記者洪友芳／新竹報導〕工研院院友會近日改選出新任理事長，由奇景光電董事
長吳炳昇當選為第7屆理事長，吳炳昇表示，工研院院友會的會員涵蓋全國，是一
個優質的社團，他上任後將持續積極推動各項院友交流及促進產業活動，一起為協
助工研院長期的發展貢獻心力。

吳炳昇是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研究所博士，1987年進入工研院，曾任電光所前身工
研院電子所的經理，也曾獲得行政院第一屆發明獎及成功大學傑出校友，為台灣
TFT-LCD先驅及影像顯示處理技術的專家。目前擔任在美國NASDAQ上市公司奇
景光電董事長，在企業經營管理方面有傑出的表現與成就。

工研院院友會14日改選出新任理事長，並隨即完成與第6屆許金榮理事長進行交
接，由工研院前董事長史欽泰監交。研院院友會第7屆理監事當選名單，包括理事
長吳炳昇，還有史欽泰、徐爵民、宣明智、李鍾熙、胡正大、陳來助等6位常務理
事及蘇宗粲常務監事，還有14位理事與6位監事。另也聘請工研院羅達賢特聘專家
繼續擔任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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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院友會自2002年成立以來，以推動院友的合作、交流與聯誼，凝聚院友力
量並促進工研院的長期發展為宗旨，現有會員超過3千人，常舉辦研討會、旅遊活
動、科技人藝文風華、社區關懷及院友智慧傳承等活動，院友可使用工研院圖書
館、運動設施、健康檢查比照工研院員工眷屬優惠等，是工研院院友之間交流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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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景光電吳炳昇 榮任工研院院友會理事長

社團法⼈台灣⼯研院院友會於4⽉14⽇在新⽵國賓⼤飯店舉⾏理事⻑改選，由奇景光電董事⻑吳炳
昇當選為第七屆理事⻑，隨即與第六屆理事⻑許⾦榮進⾏交接，由⼯業技術研究院前董事⻑史欽
泰監交。

社團法⼈台灣⼯研院院友會⾃⺠國91年成⽴以來，以推動⼯業技術研究院院友之合作、交流與聯
誼，凝聚院友⼒量並促進⼯業技術研究院之⻑期發展為宗旨。該會現有會員已超過3,000⼈，提供
會員相當多元的福利與活動，包括：舉辦研討會、旅遊活動、科技⼈藝⽂⾵華、社區關懷及院友
智慧傳承等活動，並可使⽤⼯研院圖書館、運動設施、健康檢查⽐照⼯研院員⼯眷屬優惠等，是
⼀個相當優質的⼯研院院友交流平台。

獲選理事⻑的吳炳昇為國⽴成功⼤學電機研究所博⼠，於1987年進⼊⼯研院，曾任電光所前⾝⼯
研院電⼦所的經理，獲得⾏政院第⼀屆發明獎及成功⼤學傑出校友，為「台灣TFT-LCD先驅」及
影像顯⽰處理技術之專家。⽬前擔任美國NASDAQ上市公司奇景光電董事⻑⼀職，在企業經營管
理⽅⾯有傑出的表現與成就。他表⽰，⼯研院院友會之會員涵蓋全國，是⼀個優質的社團，他上
任後將積極推動各項院友交流及促進產業活動，⼀起為協助⼯研院⻑期的發展貢獻⼼⼒。

2021-04-15 15:20 經濟日報 曹松清

新任理事⻑吳炳昇(右)⾃第六屆理事⻑許⾦榮(左)接下印信，⼯研院前董事⻑史欽泰監交⾒證。 ⼯研院/提供

讚 0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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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院院友會第七屆理監事當選名單，包括理事⻑吳炳昇；史欽泰、徐爵⺠、宣明智、李鍾熙、
胡正⼤、陳來助等6位常務理事及蘇宗粲常務監事，還有其他14位理事與6位監事。另也聘請⼯研
院羅達賢特聘專家繼續擔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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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魚表示，當初就想出國唸大學，為了想學中文，她選擇台灣與中國的大學，沒想到父母一聽到中國，就立刻拒絕，表示中國很危險，
就算在北京或其他大城市也一樣，但若是台灣，他們可以很放心，因為台灣的治安良好、台灣人也很親切，且台灣的大學名氣也夠響
亮，種種對台的良好印象，讓章魚的父母很快的同意她來唸大學。

韓國女大生留學不選中國　台灣這4條件大勝！最意外是這1點

15 人說這個讚。成為朋友中第一個說讚的人。讚 分享

韓國女大生章魚，發現除了治安好，好看的台劇也是吸引她來台的原因。（圖／擷取「KT story」YouTube影片）

影音中心／吳永淳報導

女兒可說是父母的心肝寶貝，隻身在外難免會讓他們擔心，更遑論出國唸書。為了瞭解外國女生來台唸書的目的，有4.83萬訂閱戶的韓
國網紅「KT story」，實際詢問來台唸成大的4年級韓國女大生「章魚」，她表示對台灣有4點好印象，分別為「治安良好、人親切、教學
系統不錯、大學的名氣也很響亮」，也勝過中國，但沒想到台灣的連續劇竟然也是她選擇來台唸書的主因之一，令KT相當訝異，直呼好
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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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4年的大學生活，章魚表示，台灣的教育系統很不錯，也很喜歡台灣的連續劇，因為劇情多元也很有看頭，她透露，這也是她選擇來
台灣唸書的主因之一，令KT相當驚訝，因為聽到為了台灣連續劇來台唸書的答案，感覺好神奇。而在台南唸成大的章魚，對於台南的每
一樣食物都很喜歡，大街小巷也很熟悉，「就像是第二個家」，也對台南投入很多感情，她說，未來回韓國或去其他國家，一定會想重
回這片她熱愛的城市。

網友感謝章魚對台灣的喜愛，但也提醒，「即便台灣治安再好，還是有壞人，一個女生在異地還是要小心喔！」、「一定要結伴而行，
盡可能避免走偏僻與黑暗道路，以免發生憾事」，也有網友直接建議「章魚小姐可以留在台灣工作發展妳的事業」，而對於喜歡台劇這
點，有網友也認同，「發現很多韓國人很喜歡台灣電影跟偶像劇」。

韓國女大生「章魚」表示，父母不同意她去中國唸大學，因為太危險了。（圖／擷取「KT story」YouTube影片）

韓國女大生「章魚」表示，台南是她第二個家。（圖／擷取「KT story」YouTube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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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女大生「章魚」表示，台灣是治安很好的國家。（圖／擷取「KT story」YouTube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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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frame插旗台灣 協助企業增加競爭優勢

Supplyframe 年前低調落腳台北，運⽤其「從設計到採購資訊平臺（ Design-to-Source

Intelligence, DSI）」，協助企業增加競爭優勢；並積極與學界合作，扶持台灣新創團隊與研發⼈
員，⾏銷台灣科技⾛向世界市場，成為全球供應鏈重要的⼀環，讓世界知道「 Taiwan

Innovates」。

受疫情影響，很多企業越來越重視提⾼電⼦產品價值鏈的性能和韌性。依託 DSI 合作夥伴和⾏業
領導者最真實、最關鍵的洞察，以及專業的產品管理知識，DSI 平臺每季度對電⼦產品進⾏分⾨
別類的市場當前動態、定價情況以及交貨期分析預測，形成動態的、季度性的預測⽣態系統。DSI

平臺將成為電⼦產業下⼀個新常態下制定計劃的得⼒助⼿，提供動態、即時的市場智慧資訊。

2021 年，企業還將重點放在⾵險緩解和恢復能⼒上，產業鏈設計製造環節的數位化轉型成為企業
致勝關。依託強⼤的⼈⼯智慧技術，Supplyframe 為亞洲市場量⾝打造強⼤的  SaaS 平臺  –

Supplyframe XQ，實現創造與製造需求分析和精准匹配，全球價格庫存即時掌握，智慧詢報價和
採購，以及智能⾵險管理。説明企業在電⼦供應鏈複雜多變的形勢下，取得競爭優勢。
Supplyframe XQ 平臺是對亞洲市場更⼤的承諾和拓展的⼀部分，重點是豐富和發展臺灣在電⼦
製造和半導體領域的研發和創新。

除此之外，Supplyframe 在台灣另⼀項重要的⼯作，就是要協助科技新創⼈才優化現有的產品設
計、協助創業與⾏銷產品。今年三⽉ Supplyframe 與成功⼤學合作成⽴創新實驗室，將分享在業
界⻑期累績的經驗及知識，並提供研發者從概念發想、系統及外觀設計到最終量化⽣產所需之協
助，帶領台灣新世代的研發⼈員進⼊產業界，讓創新與創業過程更加順遂。旗下⼯業創新平臺
Hackaday 便提供許多創新設計，在網站上可以與全球「創客」們互相學習、交換意⾒與分享想
法。

2021-04-16 10:42 經濟日報 蔡尚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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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frame 還將在今年協助在地新創團隊，組建⾸⽀台灣代表隊參與⼯業創新開源⼤賽
Hackaday Prize，透過全球性的競賽開拓視野，也讓全球業界專業⼈員看到台灣的創新實⼒。

作為眾多技術和全球半導體製造業的源頭，臺灣是全球供應鏈的⼀個關鍵部分。Supplyframe 亞
太區總經理洪⼦倫指出：「在疫後世代，企業不再從⾼效率、低成本的條件下思考如何操作營
運。相反的，考慮的是更有韌性的供應鏈來服務市場，⽽這就是台灣在全球應該要扮演的⾓⾊。
此外，台灣除了是許多技術的來源，同時也是全球半導體製造夥伴，在中美貿易戰⽇趨激烈的背
景之下，台灣的機會是如何在供應鏈中扮演好⼀個重要環節，來服務全球市場。」此外，洪總經
理進⼀步提出：「⽬前台灣正處於⼀個很重要的節點，因為預計在⼀年左右就會有⼀個專責數位
政策的主管單位數位發展部的產⽣， Supplyframe ⾮常希望有這個榮幸，能夠貢獻其在全球電⼦
產品價值鏈平臺的專業及經驗，帶⼊更多智慧製造、物聯網（AIOT）的思維，協助台灣轉型成
功，讓全世界知道「Taiwan Innovates」。

Supplyframe 在台灣另⼀項重要的⼯作，就是要協助科技新創⼈才優化現有的產品設計、協助創業與⾏銷產品。  Supplyframe /提

供

Supplyframe 亞太區總經理洪⼦倫在活動會場中指出：「在台灣除了是許多技術的來源，同時也是全球半導體製造夥伴，在中美貿

易戰⽇趨激烈的背景之下，台灣的機會是如何在供應鏈中扮演好⼀個重要環節，來服務全球市場。」 蔡尚勳/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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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5  健康醫療網／記者林怡亭報導

 椎體成型術治療骨鬆　生存率較保守治療高

當出現背部受傷後有持續性的背部疼痛、駝背變形或合併下肢麻痛等相關臨床症狀時，就應儘早檢查，才能把握黃金治療期。

骨質疏鬆容易埋下骨折風險，其中又以脊椎壓迫性骨折最常發生於停經後的婦女及老年人。成大醫院骨科

部脊椎外科黃國淵醫師指出，在台灣每年將近6萬人因骨質疏鬆造成脊椎壓迫性骨折之新增病例，脊椎壓迫

性骨折不僅會使老年族群活動受限，其中造成續發性的併發症的風險高，嚴重甚至導致死亡。

脊椎壓迫性骨折　誘發續發性併發症風險高
脊椎壓迫性骨折大部分發生於胸腰椎交界處，主要因骨鬆的椎體骨小樑變細，無法支撐體重導致椎體塌陷

骨折。黃國淵醫師表示，患者除了骨折處會感到痛點外，也會常感到背部疼痛，尤其平時活動時或改變姿

勢，就會使疼痛加劇，包括長期服用類固醇藥物者、因疾病切除卵巢等的荷爾蒙失調、長期洗腎者都為骨

質疏鬆高危險族群。

椎體成型術療效佳　提高長期生存率
此外，除骨質疏鬆外，非創傷性椎體骨折也是少數原發性的腫瘤、癌症轉移、細菌或結核菌感染等所導

致，且即使休息也無法改善疼痛，尤其夜間疼痛更會加劇。黃國淵醫師說明，治療上，根據「使用全國健

保資料庫進行分析，以椎體成型術治療胸腰椎病理性骨折的長期生存」論文發現，比起包括臥床休息、穿

戴脊椎背架及藥物治療等保守治療，常規的開放手術和椎體成型術較能改善長期生存率。

背部受傷後持續疼痛　小心恐與骨鬆有關

https://www.healthnews.com.tw/news/article/49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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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體成型術是利用微創經皮注射將骨水泥注射到椎體骨折處，以填補骨折造成空洞，提供椎體支撐力，有

助改善疼痛，另外後凸成型術同樣也能減少骨水泥滲漏，且比椎體成型術更具良好生存率。黃國淵醫師強

調，當出現背部受傷後有持續性的背部疼痛、駝背變形或合併下肢麻痛等相關臨床症狀時，就應儘早檢

查，才能把握黃金治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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