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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市「勞工領袖大學」百位勞工領袖身穿學士服歡喜結業

孫宜秋／南市

2019/12/9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為建構

臺南市「希望家園」願景，提升臺南

勞工朋友職能，市府勞工局與國立成

功大學合作辦理「勞工領袖大學」，

7日於國立成功大學成功校區大格致

廳舉行結訓典禮，臺南市副祕書長王

揚智、國立成功大學教務長王育民、副教務長李旺龍、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陳安

純、勞工局局長王鑫基、副局長吳明熙、主任秘書黃惠美、專門委員陳美顏、職訓

就服中心主任梁偉玲、社團法人臺南市勞工領袖協進會陳美靜理事長等人到場予以

祝福。

 副祕書長王揚智致詞時除了代表市長感謝國立成功大學提供優質場地、師資協助

市府辦理訓練及王鑫基局長帶領勞工局團隊對人才培育的用心並恭喜學員完成「勞

工領袖大學」課程，另外他也感謝社團法人臺南市勞工領袖協進會陳美靜理事長提

供清寒給成大學生，實現市長就任願景讓台南成為有「疼心」及「溫暖」的「暖

南」城市。王揚智說市府團隊秉持著市長『做得更好、讓市民過得更好』的精神推

動各項市政，就是希望帶給市民更幸福的生活環境，日前公布「幸福台灣-2019縣

市幸福指數大調查」結果，臺南市獲得「最佳進步獎」，奪下全國第4名，是南臺

灣唯一獲獎的城市，這不僅是臺南榮耀也是對市府團隊的一種肯定；王揚智表示一

個城市的競爭力取決於人才的競爭力，勞工局不僅協助勞工朋友就業，也致力於人

才的培育，讓學員透過勞工領袖大學初階、進階、高階及菁英班階梯式學習課程，

持續不斷的協助勞工朋友吸收新知，藉由學習提升工作職能，吸引身邊的親朋好

友，共同學習一起提升臺南的競爭力。

 成功大學教務長王育民表示，成功大學一直與臺南在地有深厚的連結，成大與市

府共同辦理勞工領袖大學就是希望大家在這為期1年的課程中都能享受著終身學習

的樂趣，並祝福學員在臺南這個幸福快樂的城市持續學習、進步。

 勞工領袖大學今年共計有319人次參與課程，其中有41位學員一氣呵成完成初、

進、高階三個階段174小時課程，更有6位學員全程參與沒有缺席，這樣的學習精

神相當難得；其中台南市服飾設計職業工會陳明宗理事及大台南市理燙髮美容業職

業工會蕭竹欽理事長2位都是即將邁入七十歲高齡的學員， 但堅持學習不落人後，

每堂必到，充分展現「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蕭竹欽理事長表示在勞工領袖大

學上課，不僅學習到許多與職業工會相關的知識，同時和年輕人在一起學習，讓自

己的視野更加開拓與年輕。另外，任職於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

的高秀菊教保員及大臺南美容業職業工會莊馥徽理事長，兩位除了完成初階、進

階、高階班的課程之外，也同時參加生活美語班的課程，一個禮拜7天就有4天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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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上課，莊馥徽理事長說學習是一件快樂的事，雖然忙碌著一邊工作、一邊

上課，但內心很充實，她也鼓勵勞工朋友要懂得投資自己，透過參加勞工領袖大學

提升職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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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無止境 勞工領袖大學結業
2019-12-08

 市府勞工局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辦理的「勞工領袖大學」七日在成大

舉行結訓典禮，今年共計有三百十九人次參與課程。 （市府提供）

 記者吳孟珉／台南報導

 市府勞工局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辦理的「勞工領袖大學」七日在成大

舉行結訓典禮，今年共計有三百十九人次參與課程，其中四十一名學員

一氣呵成完成初、進、高階三個階段一百七十四小時課程，更有六人是

全勤出席。

 勞工領袖大學今年不但有逾三百名學員，其中台南市服飾設計職業工

會陳明宗理事及大台南市理燙髮美容業職業工會蕭竹欽理事長二人更將

邁入七十歲高齡， 但堅持學習不落人後，每堂必到，充分展現「活到

老、學到老」的精神。

 另外，任職於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的高秀菊教保

員及大台南美容業職業工會莊馥徽理事長，兩人除了完成初階、進階、

高階班的課程之外，也同時參加生活美語班的課程，一個禮拜七天就有

四天是在成功大學上課，莊馥徽說雖然忙碌著一邊工作、一邊上課，但

內心很充實。

 結訓典禮上，勞工領袖大學生活美語班學員進行成果發表，學員全程

用英語演出，以話劇方式介紹台南在地美食及夜市文化特色。另由副祕

書長王揚智、成大教務長王育民頒發結訓證書，另對課程專題發表以及

協助班級事務的優秀學員頒發「心得分享獎」及「最佳服務獎」。

勞工局長王鑫基說，「勞工領袖大學」透過初階、進階、高階、菁英班

階梯式學習系統課程培育，勉勵學員提升工作職能後，充分展現專業，

共同提升台南勞工的軟實力，增進城市的競爭力，照亮台南。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7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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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勞工領袖大學」百位勞工領袖身穿學士服
歡喜結業

大成報／杜忠聰 2019.12.07 20:00

【大成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為建構臺南市「希望家園」願景，提升臺南勞工朋友

職能，市府勞工局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辦理「勞工領袖大學」，7日於國立成功大學成

功校區大格致廳舉行結訓典禮，臺南市副祕書長王揚智、國立成功大學教務長王育民、

副教務長李旺龍、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陳安純、勞工局局長王鑫基、副局長吳明熙、

主任秘書黃惠美、專門委員陳美顏、職訓就服中心主任梁偉玲、社團法人臺南市勞工領

袖協進會陳美靜理事長等人到場予以祝福。 

副祕書長王揚智致詞時除了代表市長感謝國立成功大學提供優質場地、師資協助市府辦

理訓練及王鑫基局長帶領勞工局團隊對人才培育的用心並恭喜學員完成「勞工領袖大

學」課程，另外他也感謝社團法人臺南市勞工領袖協進會陳美靜理事長提供清寒給成大

學生，實現市長就任願景讓台南成為有「疼心」及「溫暖」的「暖南」城市。王揚智說

市府團隊秉持著市長『做得更好、讓市民過得更好』的精神推動各項市政，就是希望帶

給市民更幸福的生活環境，日前公布「幸福台灣—2019縣市幸福指數大調查」結果，

臺南市獲得「最佳進步獎」，奪下全國第4名，是南臺灣唯一獲獎的城市，這不僅是臺

南榮耀也是對市府團隊的一種肯定；王揚智表示一個城市的競爭力取決於人才的競爭

力，勞工局不僅協助勞工朋友就業，也致力於人才的培育，讓學員透過勞工領袖大學初

階、進階、高階及菁英班階梯式學習課程，持續不斷的協助勞工朋友吸收新知，藉由學

習提升工作職能，吸引身邊的親朋好友，共同學習一起提升臺南的競爭力。 

成功大學教務長王育民表示，成功大學一直與臺南在地有深厚的連結，成大與市府共同

辦理勞工領袖大學就是希望大家在這為期1年的課程中都能享受著終身學習的樂趣，並

祝福學員在臺南這個幸福快樂的城市持續學習、進步。 

勞工領袖大學今年共計有319人次參與課程，其中有41位學員一氣呵成完成初、進、高

階三個階段174小時課程，更有6位學員全程參與沒有缺席，這樣的學習精神相當難

得；其中台南市服飾設計職業工會陳明宗理事及大台南市理燙髮美容業職業工會蕭竹欽

理事長2位都是即將邁入七十歲高齡的學員， 但堅持學習不落人後，每堂必到，充分展

https://n.yam.com/
https://n.yam.com/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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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蕭竹欽理事長表示在勞工領袖大學上課，不僅學習到許

多與職業工會相關的知識，同時和年輕人在一起學習，讓自己的視野更加開拓與年輕。

另外，任職於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的高秀菊教保員及大臺南美容業

職業工會莊馥徽理事長，兩位除了完成初階、進階、高階班的課程之外，也同時參加生

活美語班的課程，一個禮拜7天就有4天是在成功大學上課，莊馥徽理事長說學習是一

件快樂的事，雖然忙碌著一邊工作、一邊上課，但內心很充實，她也鼓勵勞工朋友要懂

得投資自己，透過參加勞工領袖大學提升職場競爭力! 

今日結訓典禮，勞工領袖大學生活美語班學員進行成果發表，學員全程用英語演出，以

活潑、生動有趣的話劇方式介紹臺南在地美食及夜市文化特色，從話劇腳本、服裝打扮

及演出等都由學員們精心規劃，演出效果令人驚艷。為讓學員留下美好紀念，由臺南市

副祕書長王揚智、國立成功大學教務長王育民頒發結訓證書，另對課程專題發表以及協

助班級事務的優秀學員頒發「心得分享獎」及「最佳服務獎」。另由勞工領袖大學結訓

學員所成立的社團法人臺南市勞工領袖協進會，不僅訓後持續凝聚學員情感，促進交

流，更感念成功大學的培育，捐贈清寒獎學金予成功大學一年級學生葉沛嫻，葉同學表

示感謝成大與勞工局提供豐富的資源，她也感謝社團法人臺南市勞工領袖協進會提供獎

學金，讓她能無後顧之憂的求學，葉同學更期許自己未來能以「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

精神，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形成善的正向循環。 

人力資本的好壞是決定政府、企業及城市競爭力的最重要元素，勞工局王鑫基局長說他

不論是從基層工會擔任幹部的多年經驗或是就任勞工局局長後的感觸，深覺勞工領袖不

僅居中擔任雇主與員工協調功能，更是帶動工會進步的火車頭，勞工局與成大開辦「勞

工領袖大學」，透過初階、進階、高階、菁英班階梯式學習系統課程培育，勉勵學員提

升工作職能後，大家能扮演螢火蟲的角色，將所學運用在工作職場上，打亮自己，充分

展現專業，共同提升臺南勞工的軟實力，增進城市的競爭力，照亮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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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勞工領袖大學」百位勞工領袖身穿學士服歡喜結業

【勁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為建構臺南市「希望家園」願景，提升臺南勞工朋友職

能，市府勞工局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辦理「勞工領袖大學」，7日於國立成功大學成功

校區大格致廳舉行結訓典禮，臺南市副祕書長王揚智、國立成功大學教務長王育民、

副教務長李旺龍、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陳安純、勞工局局長王鑫基、副局長吳明

熙、主任秘書黃惠美、專門委員陳美顏、職訓就服中心主任梁偉玲、社團法人臺南市

勞工領袖協進會陳美靜理事長等人到場予以祝福。

副祕書長王揚智致詞時除了代表市長感謝國立成功大學提供優質場地、師資協助市府

辦理訓練及王鑫基局長帶領勞工局團隊對人才培育的用心並恭喜學員完成「勞工領袖

大學」課程，另外他也感謝社團法人臺南市勞工領袖協進會陳美靜理事長提供清寒給

成大學生，實現市長就任願景讓台南成為有「疼心」及「溫暖」的「暖南」城市。王

揚智說市府團隊秉持著市長『做得更好、讓市民過得更好』的精神推動各項市政，就

是希望帶給市民更幸福的生活環境，日前公布「幸福台灣—2019縣市幸福指數大調

查」結果，臺南市獲得「最佳進步獎」，奪下全國第4名，是南臺灣唯一獲獎的城市，

這不僅是臺南榮耀也是對市府團隊的一種肯定；王揚智表示一個城市的競爭力取決於

人才的競爭力，勞工局不僅協助勞工朋友就業，也致力於人才的培育，讓學員透過勞

工領袖大學初階、進階、高階及菁英班階梯式學習課程，持續不斷的協助勞工朋友吸

收新知，藉由學習提升工作職能，吸引身邊的親朋好友，共同學習一起提升臺南的競

爭力。

勁報 2019/12/07 20:01(1天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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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教務長王育民表示，成功大學一直與臺南在地有深厚的連結，成大與市府共

同辦理勞工領袖大學就是希望大家在這為期1年的課程中都能享受著終身學習的樂趣，

並祝福學員在臺南這個幸福快樂的城市持續學習、進步。

勞工領袖大學今年共計有319人次參與課程，其中有41位學員一氣呵成完成初、進、

高階三個階段174小時課程，更有6位學員全程參與沒有缺席，這樣的學習精神相當難

得；其中台南市服飾設計職業工會陳明宗理事及大台南市理燙髮美容業職業工會蕭竹

欽理事長2位都是即將邁入七十歲高齡的學員， 但堅持學習不落人後，每堂必到，充

分展現「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蕭竹欽理事長表示在勞工領袖大學上課，不僅學

習到許多與職業工會相關的知識，同時和年輕人在一起學習，讓自己的視野更加開拓

與年輕。另外，任職於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的高秀菊教保員及大

臺南美容業職業工會莊馥徽理事長，兩位除了完成初階、進階、高階班的課程之外，

也同時參加生活美語班的課程，一個禮拜7天就有4天是在成功大學上課，莊馥徽理事

長說學習是一件快樂的事，雖然忙碌著一邊工作、一邊上課，但內心很充實，她也鼓

勵勞工朋友要懂得投資自己，透過參加勞工領袖大學提升職場競爭力!

今日結訓典禮，勞工領袖大學生活美語班學員進行成果發表，學員全程用英語演出，

以活潑、生動有趣的話劇方式介紹臺南在地美食及夜市文化特色，從話劇腳本、服裝

打扮及演出等都由學員們精心規劃，演出效果令人驚艷。為讓學員留下美好紀念，由

臺南市副祕書長王揚智、國立成功大學教務長王育民頒發結訓證書，另對課程專題發

表以及協助班級事務的優秀學員頒發「心得分享獎」及「最佳服務獎」。另由勞工領

袖大學結訓學員所成立的社團法人臺南市勞工領袖協進會，不僅訓後持續凝聚學員情

感，促進交流，更感念成功大學的培育，捐贈清寒獎學金予成功大學一年級學生葉沛

嫻，葉同學表示感謝成大與勞工局提供豐富的資源，她也感謝社團法人臺南市勞工領

袖協進會提供獎學金，讓她能無後顧之憂的求學，葉同學更期許自己未來能以「取之

社會用之社會」的精神，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形成善的正向循環。

人力資本的好壞是決定政府、企業及城市競爭力的最重要元素，勞工局王鑫基局長說

他不論是從基層工會擔任幹部的多年經驗或是就任勞工局局長後的感觸，深覺勞工領

袖不僅居中擔任雇主與員工協調功能，更是帶動工會進步的火車頭，勞工局與成大開

辦「勞工領袖大學」，透過初階、進階、高階、菁英班階梯式學習系統課程培育，勉

勵學員提升工作職能後，大家能扮演螢火蟲的角色，將所學運用在工作職場上，打亮

自己，充分展現專業，共同提升臺南勞工的軟實力，增進城市的競爭力，照亮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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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老樹說話 成大校樹QR code掛牌
孫宜秋／南市

2019/12/7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功大學校園裡樹木高聳、蒼綠蓊鬱，早已是台南著

名景點，不少民眾會特意來此吸收芬多精，榕園裡的老樹常吸引遊客特地到此拍照

打卡。在身心靈接觸外，現在還可以與老樹來場穿越時空的對話！成大總務處精心

為校園老樹設置QR code掛牌，透過手機APP掃描，可連線至「成大樹」網頁，瀏

覽大樹相關資訊，若發現樹木有任何狀況，也能利用QR code系統即時回報，以利

校方即時採取預防措施，讓老樹永保長青。

 成大總務處事務組組長劉芸愷說，許多民眾對校內植物感興趣，常接獲建議設置

老樹簡介牌等意見。考量現今人手一機，精心規劃QR code掛牌，手機掃一掃，資

訊一目了然，還有其他互動功能，比單純的簡介牌更理想。成大的「成大樹」網頁

已建置兩、三千株樹木資料，全校近400株掛QR code牌的樹木資料會連結至「成

大樹」網頁，樹木的中英文名稱、生長類型、保留層級、有無鳥巢等，再清楚不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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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校內老樹長青 成大掛QR code
2019-12-08

 成功大學內的近四百棵老樹掛上QR code牌，可利用手機連結瀏覽大

樹相關資訊。（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國立成功大學總務處為校園內的近四百棵老樹設置QR code掛牌，透

過手機ＡＰＰ掃描即可連線至「成大樹」網頁，瀏覽大樹相關資訊，若

發現樹木有任何狀況，也能利用QR code系統即時回報，以利校方即時

採取預防措施，讓老樹永保長青。

 成大總務處事務組組長劉芸愷說，許多民眾對校內植物感興趣，常接

獲建議設置老樹簡介牌等意見。考量現今人手一機，特別規劃QR code

掛牌，手機一掃資訊一目了然，還有其他互動功能，比單純的簡介牌更

理想。

 成大的「成大樹」網頁已建置兩、三千株樹木資料，全校近四百棵掛

QR code牌的樹木資料會連結至「成大樹」網頁，樹木的中英文名稱、

生長類型、保留層級、有無鳥巢等，再清楚不過。

 劉芸愷表示，校樹QR code已開放手機IOS系統使用，Android系統不

久也會上線，同時也將持續調查校園各個角落的植物，資訊會陸續更新

在「成大樹」的網頁。

 成大內最知名的校樹就是位於光復校區榕園裡的大榕樹，是一九二三

年由日本裕仁皇太子（後來的昭和天皇）親手種植，老榕樹枝葉繁茂的

蕈狀形外觀常吸引旅人駐足欣賞，是成大象徵也是成大人最重要的校園

回憶。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7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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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位在榕園東南角的老榕樹，四年前被蘇迪勒颱風劈分成二，校友慷

慨解囊募得五百萬元的護樹基金，經過細心呵護，不僅恢復生機而且更

為繁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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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樹有身分證 一掃資訊全都露

  2019/12/9 | 作者：羅智華 | 點閱次數：27 | 環保列印 

 

【記者羅智華台南報導】台南成功大學校園樹木成林、綠意盎然，不只校區種有多棵

近百年的老榕樹，平日更吸引不少外地遊客特別來此拍照打卡。為讓民眾可以更認識

樹木的種類名稱、生長特色，成大特別為校園樹木設置「QR code」掛牌，透過手機

App掃描，就可連線至「成大樹」網頁，瀏覽樹木各種資訊，一旦發現樹木有生病或

發育不良等狀況，也能藉由QR code系統即時回報，為樹木進行健康檢查。

成大總務處事務組組長劉芸愷表示，校園裡樹木眾多，許多來校園參觀的民眾都想對

樹木種類等資訊有進一步了解，校方特別設計QR code掛牌，只要用手機一掃，樹木

的中英文名稱、生長類型、保留層級、有無巢等訊息即一目了然，就像是為綠樹量身

打造的「專屬身分證」。

成功大學在樹上建置QR Code掛牌，可透過手機APP瀏覽樹木資訊。圖／中

央社 

http://www.merit-times.com.tw/epaper.aspx?Unid=%20570818
http://www.merit-times.com.tw/Prn_newspage.aspx?Unid=%20570818


2019/12/9 成大book一市成果展 | 中華日報|中華新聞雲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73066 1/2

成大book一市成果展
2019-12-09

成大移動圖書館成果展，「閱讀、悅讀」攤位展示超迷你手製書。 （記

者羅玉如攝）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成大book一市」是成大圖書館首次走出校外打造的新課程。百餘師

生十一月下旬開十五輛圖書館巴士，進入安南、楠西等南市十五個行政

區服務學習。即日起至三十日在成大圖書館大廳舉辦成果展，展現圖書

館將資源帶入社區、實踐大學社會責任的收穫。為鼓勵參觀者提供意見

回饋，也配合辦理繪本風文創文具福袋抽獎。

 「成大book一市」是成大圖書館結合該校教務處、通識中心打造的新

課程。二十名本國、外籍教師帶領一百二十名學生，就氣候變遷與調

適、閱讀悅讀、熟齡生活風格產業、永續農業植物科技、溫泉氣候生物

多樣等十五個主題，搭配圖書館圖書，深入南區、安南區、楠西、南

化、白河、七股等台南十五個行政區服務學習。一方面帶領學生了解台

南的歷史、人文及社會變遷，也將相關知識傳遞給當地民眾。

 成果展現場各主題組別設攤，其中「閱讀、悅讀」攤位掛著許多手繪

明信片，也展示超迷你手製書，這些都是成大學子前往南區永華國小服

務學習的成果。大哥哥、大姊姊為小朋友讀繪本或故事書，透過遊戲教

他們查找圖書館館藏的方法。最後再提供材料和學童一起動手製作明信

片、迷你書，希望引導孩子感受閱讀的美好，在心中埋下知識學習的種

子。

 在七股區三股國小的主題是氣候變遷與調適。成大學生指導孩子實作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7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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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菜共生系統，帶出氣候變遷對全球造成的負面影響，進而讓學童理解

環境保護、節約能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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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看法 移動汙染源 空汙大禍

首
2019-12-07

 成大教授李俊璋建議環保署應將「怠速熄火」功能加入新車型檢驗項

目。（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每到秋冬季節，中南部的空氣品質就明顯惡化，成功大學工業衛生學

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特聘教授李俊璋表示，主要還是因為氣候影響，但

另一很大因素則是移動汙染源。他建議環保署應將stop idle「怠速熄

火」功能加入新車型檢驗項目，省油又減少廢氣排放；而個人則建議短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7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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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儘量不要騎車、開車。

 李俊璋表示，他們利用環保署設在台灣各地的七十六個空氣品質監測

站，以ＰＭ二點五作為指標分析，台灣空氣最糟的前三名分別是高雄、

雲林、嘉義，但台南也不好，台中以南九縣市的空氣品質都不佳，尤其

是每年十一月之後，ＰＭ二點五值都直線上升。

 李俊璋指出，冬季空氣品質差主要還是受氣候影響，因冬季氣壓比較

低，對流層高度從夏天的二十公里，到冬季降到兩公里，晚上的時候甚

至降到兩百至五百公尺，整個稀釋的空間變小，空氣品質就變差。

 固定汙染源包括冬季增加的露天燃燒，還有石化、鋼鐵業等，比較嚴

重的是移動汙染源，廢氣排放與行車速度相關，愈高速汽油燃燒會愈完

全，但在市區速度不快，汽油燃燒不完全就會排放廢氣。

 李俊璋表示，他早在三年前就建議環保署，應該將現在歐洲、日本都

已在推行的stop idle「怠速熄火」功能加入新車型檢驗項目。他以自己

為例，以前買的車子一缸油約可跑三百五十公里至四百公里，但後來買

有stop idle功能的車子可跑到六百公里。有「怠速熄火」的售價可能較

高，但從汽油花費上可「賺」回來更多。

 李俊璋還指出，柴油車在歐洲都已經被淘汰了，但當年台灣卻大量引

進柴油車，柴油在低速下燃燒效率差，排放的ＰＭ二點五更高，政府應

該好好鼓勵消費者改使用電動車。此外，中南部的大眾捷運系統不便

捷，也是造成民眾寧願自己騎車、開車的主因。

 李俊璋說，空氣汙染嚴重個人也有責任，明明就只是到對街買飲料也

要騎著摩托車過去，結果油都沒完全燃燒，全變成空氣汙染源。他建議

短程就儘量不要騎車、開車，走路是最好的運動，不過空氣不好時最好

戴可阻隔ＰＭ二點五的口罩再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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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廣角>成大X漁民 提升籠具

養殖效益
2019-12-09

成大濱海USR團隊協助漁民提升牡蠣產業競爭力。（記者施春瑛攝）

 台南七股潟湖沙洲面積變少直接影響牡蠣養殖漁民生計，成功大學社

會責任實踐計畫「台南濱海地區環境變遷調適計畫IMPACT」團隊成員

的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副教授張懿，將此議題導入碩士班氣候變遷與

海洋環境保護課程，帶領學生探討牡蠣產業面臨的挑戰，並綜整各方建

議，歸納採用單體牡蠣做為傳統蚵串養殖的改善策略，讓牡蠣開心住套

房，並提升牡蠣產業競爭力。

 單體牡蠣養殖是指牡蠣群體成長至可採收階段（約八公分），將每一

個體單獨分離後，再以容器承裝後再行蓄養，使其生長空間不被侷限，

提高牡蠣單一個體之生長速率，且單體牡蠣可提升售價，彌補產量減少

的經濟損失。

 張懿指出，傳統蚵串養殖必須同一季節全面採收，否則個體過大將自

蚵串脫落而損失，然而集中採收卻容易造成供過於求而影響售價，因

此，單體牡蠣養殖可讓漁民依照市場需求採收，而達到自我產銷調節，

減少供銷失衡問題。再者，單體養殖讓牡蠣成長空間充足，相較傳統方

式成長快速，因此可蓄養大體型個體牡蠣而提升牡蠣產業競爭力。

 成大IMPACT計畫團隊從一０七年四月至今，於北門蘆竹溝與當地養

殖漁民合作，在北門潟湖內實地操作單體牡蠣養殖。前期實驗結果確立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7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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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體牡蠣成長速率較傳統方式提高一成，若以市售生蠔價格計算，可提

升百分之十四的經濟收益。研究團體兩年來持續與在地漁民合作，融合

漁民作業需求與專家建議，將單體牡蠣養殖設施進行四次修改，不斷提

升養殖籠具效益並確立最佳養殖策略。

 張懿表示，在合作的過程中，研究團隊不僅與漁民建立互信互助合作

關係，也達到促進傳統產業提升競爭力，展現大學對在地居民社會影響

力，充分落實大學社會責任精神。未來研究團隊仍將持續與當地漁民進

合作，希望有機會吸引更多青年投入牡蠣產業，讓大家在台南的土地上

持續深耕、永續經營。

（記者施春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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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你正〕找出你的最佳對稱面。（成大醫院口

腔醫學部口腔顎面外科提供）

人工智慧推動「精準醫療」浪潮 成大與成醫 就是要你正
孫紹逸／南市

2019/12/7

 【記者孫紹逸／南市報導】精準醫

療是現代醫療的趨勢與目標，透過基

因、生理大數據，輔以人工智慧的運

算與分析，能及時輔助醫師快速做出

精確診斷、制定個人化療法，達成快

速、精準、安全、有效的治療，更能

衍生健康管理、預防、監測等各層面

的運用。如成大醫院口腔醫學部口腔顎面外科發展「最佳對稱面程式」，將顏面歪

斜、咬合不正之病人的中臉部與下顎骨間偏斜現象予以量化，幫助口腔外科、整形

外科與齒顎矯正科醫師設計對稱之顏面，恢復正常的咬合功能，幫助重建信心，同

時維護口腔功能與健康。

 因為臉部對稱很重要，對於個人在美觀、社交、心理、功能及身體健康上都有重

要意義，此一顎顏面手術用的3D手術設計系統，目標是「美觀與功能兼具」。傳

統上，評估臉部不對稱是採取紙上側顱分析術。但這套分析臉部對稱的軟體，將中

臉部與下顎骨之間偏斜的現象予以量化直接呈現在電腦銀幕上，可以幫助醫師找出

「最正」的你。

 12/5-12/8在台北南港展覽館2館舉行的2019臺灣醫療科技展，位於4F的成功大

學/成大醫院醫療特色館中，將展出健康促進、精準醫療與智慧照護3大主題的研發

成果。此產品是精準醫療項目的其中1項。

 成功大學/成大醫院的精準醫療，尚有：母嬰健康照護前瞻計畫、人工智慧深度

學習結核病痰液抹片自動辨識系統、人工智慧肝臟病理切片影像分析系統。

 成大基因體醫學中心的基因檢測技術應用，以產前基因檢測為重點，配合現行產

檢內容及新生兒篩檢方案，提供完整的「母嬰健康照護前瞻計畫」。如，孕前可經

由胚胎著床前染色體篩檢（PGT-A）後植入染色體正常之胚胎，降低因胚胎染色體

異常而發生的流產，提高著床率；若有家族遺傳疾病史，可透過胚胎著床前基因診

斷（PGT-M）將健康胚胎植入，避免致病基因遺傳給下一代。

 此外，孕期間則有SMA脊髓性肌肉萎縮症、非侵入性產前染色體檢測、羊水染色

體檢查等；產後也有新生兒各種檢驗守護寶貝，如出生時收集臍帶血或抽取寶寶腳

跟的血液即可檢驗新生兒是否有：先天中樞性呼吸換氣不足症候群、聽損基因檢測

等潛在的致病風險，以求「早期診斷、早期治療」的最佳成效。

 「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結核病痰液抹片自動辨識系統」會依照疾管署所建議的檢查

路徑，在染色處理後之抹片上移動並自動聚焦取像，並針對影像進行結核菌辨識，

偵測到的結核菌影像會被記錄下來，提供給醫檢人員作為參考。系統辨識1張抹片

只需3分鐘（含自動對焦取像），視野數為疾管署建議之2倍以上，而準確率可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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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以上。

 而病理切片的影像圖像龐大，判讀耗時、繁瑣，參數之量化統計困難，透過AI

病理影像分析系統的特別設計，就能參考細微特徵及巨觀結構之深度學習模型，再

結合影像分析統計與人工智慧技術，提供微觀與巨觀之輔助診斷資料計算，進行自

動化病灶分析。「人工智慧肝臟病理切片影像分析系統」可提供腫瘤病變區偵測、

細胞核與淋巴球偵測及其量化計算、纖維分析等功能，並因此據以預測發炎等級與

癌症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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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08  健康醫療網／編輯部整理

 找出最「正」的你　精準醫療協助臉部歪斜病人

成大醫院口腔醫學部口腔顎面外科發展「最佳對稱面程式」，將顏面歪斜、咬合不正之病人的中臉部與下顎骨間偏斜現象
予以量化。 (照╱由成大醫院口腔醫學部口腔顎面外科提供)

精準醫療是現代醫療的趨勢與目標，透過基因、生理大數據，輔以人工智慧的運算與分析，能及時

輔助醫師快速做出精確診斷、制定個人化療法，達成快速、精準、安全、有效的治療，更能衍生健

康管理、預防、監測等各層面的運用。成大醫院在醫療科技展的特色館中，展出健康促進、精準醫

療與智慧照護3大主題研發成果。

顎顏面手術應用3D系統　「最佳對稱面程式」

成大醫院口腔醫學部口腔顎面外科發展「最佳對稱面程式」，將顏面歪斜、咬合不正之病人的中臉

部與下顎骨間偏斜現象予以量化，幫助口腔外科、整形外科與齒顎矯正科醫師設計對稱之顏面，恢

復正常的咬合功能，幫助重建信心，同時維護口腔功能與健康。

因為臉部對稱很重要，對於個人在美觀、社交、心理、功能及身體健康上都有重要意義，此顎顏面

手術應用的3D手術設計系統，目標是「美觀與功能兼具」。傳統上，評估臉部不對稱是採取紙上側

顱分析術。但這套分析臉部對稱的軟體，將中臉部與下顎骨之間偏斜的現象，予以量化直接呈現在

https://www.healthnews.com.tw/media/article/44403/%E6%89%BE%E5%87%BA%E6%9C%80%E6%AD%A3%E7%9A%84%E4%BD%A0%E3%80%80%E7%B2%BE%E6%BA%96%E9%86%AB%E7%99%82%E5%8D%94%E5%8A%A9%E8%87%89%E9%83%A8%E6%AD%AA%E6%96%9C%E7%97%85%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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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銀幕上，可以幫助醫師找出「最正」的你。

成大基因檢測技術應用　避免致病基因遺傳

成大基因體醫學中心的基因檢測技術應用，以產前基因檢測為重點，配合現行產檢內容及新生兒篩

檢方案，提供完整的「母嬰健康照護前瞻計畫」。如孕前可經由胚胎著床前染色體篩檢(PGT-A)後植

入染色體正常之胚胎，降低因胚胎染色體異常而發生的流產，提高著床率；若有家族遺傳疾病史，

可透過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PGT-M)將健康胚胎植入，避免致病基因遺傳給下一代。

此外，孕期間則有SMA脊髓性肌肉萎縮症、非侵入性產前染色體檢測、羊水染色體檢查等；產後也

有新生兒各種檢驗守護寶貝，如出生時收集臍帶血或抽取寶寶腳跟的血液即可檢驗新生兒是否有：

先天中樞性呼吸換氣不足症候群、聽損基因檢測等潛在的致病風險，以求早期診斷治療的最佳成

效。

（2019年成大醫院展場位置：台北南港展覽館2館4樓，攤位代號：S504）

關鍵字：精準醫療, 顎顏面手術, 3D手術設計系統, 成大醫院, 口腔醫學部口腔顎面外科, 最佳對稱面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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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你正！ 成醫人工智慧推動【精準醫療】

▲成大醫院口腔醫學部口腔顎面外科，發展「最佳對稱面程式」，找出最佳對稱面。（圖／成醫提

供，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精準醫療是現代醫療的趨勢與目標，透過基因、生理大數據，輔以人工智慧的運算與

分析，能及時輔助醫師快速做出精確診斷、制定個人化療法，達成快速、精準、安

全、有效的治療，更能衍生健康管理、預防、監測等各層面的運用。

成大醫院口腔醫學部口腔顎面外科，發展「最佳對稱面程式」，將顏面歪斜、咬合不

正之病人的中臉部與下顎骨間偏斜現象予以量化，幫助口腔外科、整形外科與齒顎矯

正科醫師設計對稱之顏面，恢復正常的咬合功能，幫助重建信心，同時維護口腔功能

與健康。

因為臉部對稱很重要，對於個人在美觀、社交、心理、功能及身體健康上都有重要意

義，此一顎顏面手術用的3D手術設計系統，目標是「美觀與功能兼具」。傳統上，評

估臉部不對稱是採取紙上側顱分析術。但這套分析臉部對稱的軟體，將中臉部與下顎

骨之間偏斜的現象予以量化直接呈現在電腦銀幕上，可以幫助醫師找出「最正」的

你。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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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成大醫院的精準醫療，尚有：母嬰健康照護前瞻計畫、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結核

病痰液抹片自動辨識系統、人工智慧肝臟病理切片影像分析系統。成大基因體醫學中

心的基因檢測技術應用，以產前基因檢測為重點，配合現行產檢內容及新生兒篩檢方

案，提供完整的「母嬰健康照護前瞻計畫」。如，孕前可經由胚胎著床前染色體篩檢

（PGT-A）後植入染色體正常之胚胎，降低因胚胎染色體異常而發生的流產，提高著

床率；若有家族遺傳疾病史，可透過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PGT-M）將健康胚胎植

入，避免致病基因遺傳給下一代。

此外，孕期間則有SMA脊髓性肌肉萎縮症、非侵入性產前染色體檢測、羊水染色體檢

查等；產後也有新生兒各種檢驗守護寶貝，如出生時收集臍帶血或抽取寶寶腳跟的血

液即可檢驗新生兒是否有：先天中樞性呼吸換氣不足症候群、聽損基因檢測等潛在的

致病風險，以求「早期診斷、早期治療」的最佳成效。

▲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結核病痰液抹片自動辨識系統，準確率可高達95％以上。

「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結核病痰液抹片自動辨識系統」，會依照疾管署所建議的檢查路

徑，在染色處理後之抹片上移動並自動聚焦取像，並針對影像進行結核菌辨識，偵測

到的結核菌影像會被記錄下來，提供給醫檢人員作為參考。系統辨識1張抹片只需3分

鐘（含自動對焦取像），視野數為疾管署建議之2倍以上，而準確率可高達95％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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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病理切片的影像圖像龐大，判讀耗時、繁瑣，參數之量化統計困難，透過AI 病理影

像分析系統的特別設計，就能參考細微特徵及巨觀結構之深度學習模型，再結合影像

分析統計與人工智慧技術，提供微觀與巨觀之輔助診斷資料計算，進行自動化病灶分

析。「人工智慧肝臟病理切片影像分析系統」可提供腫瘤病變區偵測、細胞核與淋巴

球偵測及其量化計算、纖維分析等功能，並因此據以預測發炎等級與癌症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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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與成醫人工智慧推動「精準醫療」浪潮

大成報／于郁金 2019.12.06 20:30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連凱斐/綜合報導】精準醫療是現代醫療的趨勢與目標，透過基

因、生理大數據，輔以人工智慧的運算與分析，能及時輔助醫師快速做出精確診斷、制

定個人化療法，達成快速、精準、安全、有效的治療，更能衍生健康管理、預防、監測

等各層面的運用；如成大醫院口腔醫學部口腔顎面外科發展「最佳對稱面程式」，將顏

面歪斜、咬合不正之病人的中臉部與下顎骨間偏斜現象予以量化，幫助口腔外科、整形

外科與齒顎矯正科醫師設計對稱之顏面，恢復正常的咬合功能，幫助重建信心，同時維

護口腔功能與健康。 

因為臉部對稱很重要，對於個人在美觀、社交、心理、功能及身體健康上都有重要意

義，此一顎顏面手術用的3D手術設計系統，目標是「美觀與功能兼具」；傳統上，評

估臉部不對稱是採取紙上側顱分析術。成大醫院、成大說明：但這套分析臉部對稱的軟

體，將中臉部與下顎骨之間偏斜的現象予以量化直接呈現在電腦銀幕上，可以幫助醫師

找出「最正」的你。 

12月5至8日在臺北南港展覽館2館舉行的2019臺灣醫療科技展，位於4樓成功大學/成

大醫院醫療特色館中，將展出健康促進、精準醫療與智慧照護3大主題的研發成果，此

產品是精準醫療項目的其中1項；成功大學/成大醫院精準醫療，尚有：母嬰健康照護前

瞻計畫、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結核病痰液抹片自動辨識系統、人工智慧肝臟病理切片影像

分析系統。 

成大醫院說明：成大基因體醫學中心的基因檢測技術應用，以產前基因檢測為重點，配

合現行產檢內容及新生兒篩檢方案，提供完整的「母嬰健康照護前瞻計畫」。如，孕前

可經由胚胎著床前染色體篩檢(PGT-A)後植入染色體正常之胚胎，降低因胚胎染色體異

常而發生的流產，提高著床率；若有家族遺傳疾病史，可透過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PG

https://n.yam.com/
https://n.yam.com/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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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將健康胚胎植入，避免致病基因遺傳給下一代。 

院方指出，此外，孕期間則有SMA脊髓性肌肉萎縮症、非侵入性產前染色體檢測、羊

水染色體檢查等；產後也有新生兒各種檢驗守護寶貝，如出生時收集臍帶血或抽取寶寶

腳跟的血液即可檢驗新生兒是否有：先天中樞性呼吸換氣不足症候群、聽損基因檢測等

潛在的致病風險，以求「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最佳成效。 

成大醫院說明，「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結核病痰液抹片自動辨識系統」會依照疾管署所建

議的檢查路徑，在染色處理後之抹片上移動並自動聚焦取像，並針對影像進行結核菌辨

識，偵測到的結核菌影像會被記錄下來，提供給醫檢人員作為參考；系統辨識1張抹片

只需3分鐘(含自動對焦取像)，視野數為疾管署建議之2倍以上，而準確率可高達95%以

上。 

成大醫院進一步表示，而病理切片的影像圖像龐大，判讀耗時、繁瑣，參數之量化統計

困難，透過AI病理影像分析系統的特別設計，就能參考細微特徵及巨觀結構之深度學習

模型，再結合影像分析統計與人工智慧技術，提供微觀與巨觀之輔助診斷資料計算，進

行自動化病灶分析；「人工智慧肝臟病理切片影像分析系統」可提供腫瘤病變區偵測、

細胞核與淋巴球偵測及其量化計算、纖維分析等功能，並因此據以預測發炎等級與癌症

期程。(照片由成大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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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研醫攜手 首台慢性傷口癒合治療儀問世

世延⽣醫、儀科中⼼、成⼤、成⼤醫院及川亘科技協⼒開發 「2019醫療科技
展」中展出。

整合台灣⽣技醫療與ICT兩⼤優勢，匯聚產學研醫豐沛能量，聚焦精準醫療。
世延⽣醫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國研院儀科中⼼）、成
功⼤學、成⼤醫院及川亘科技共同攜⼿開發出⾸台「結合電刺激與紅外線治
療的慢性傷⼝癒合治療儀」，在「2019醫療科技展」中展出。

2019-12-07 11:03 經濟日報 楊鎮州

成功⼤學⽣物醫學⼯程系主任葉明⿓教授（右起）、國研院儀科中⼼主任楊燿州、世延⽣醫董事⻑邱宏

達、成⼤醫院整型外科主治醫師潘信誠，產學研醫共同攜⼿合作。 楊鎮州／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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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傷⼝癒合治療儀」是藉由世延⽣醫已具備的電刺激核⼼能量，成功⼤
學的創新研究與臨床前試驗，國研院儀科中⼼的試製與法規認證輔導，再加
上成⼤醫院的臨床評估與驗證，同時借助中科廠商醫療銷售通路，共同針對
⻑期無法癒合慢性傷⼝，提供改善的治療⽅式，期造福廣⼤慢性傷⼝患者。

瞄準特定傷患

搶攻逾百億商機

美國國⽴衛⽣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統計，每年花費
在治療慢性傷⼝上的經費⾼達10億美元，另外根據市場研究報告，預估2019

年全球貼布及敷料市場產值可⾼達新台幣183億，加上已開發國家⼈⼝趨向⾼

國研院儀科中⼼主任楊燿州（右起）、成功⼤學⽣物醫學⼯程系主任葉明⿓教授、世延⽣醫董事⻑邱宏

達、成⼤醫院整型外科主治醫師潘信誠共同針對產品未來如何推廣以期造福更多病患進⾏討論。  楊鎮州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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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化、糖尿病及肥胖⼈⼝增加，亞洲如中國、印度和⽇本市場尚未開發，可
預期未來傷⼝照護的需求龐⼤。

糖尿病患者的傷⼝不易癒合，根據衛福部國⺠健康署統計，光是台灣⽬前就
有200多萬名糖尿病患者，且每年還以25,000名的速度持續增加，對於照護
慢性傷⼝將成為醫療的沉重負擔。成⼤醫院整型外科主治醫師潘信誠指出，
這次的合作主要是針對難以癒合的⽪膚慢性傷⼝，找到⼀個可以促進⽪膚癒
合的輔助⽅法，透過儀器提升細胞增⽣的能⼒，達到加快傷⼝癒合的⽬的。

潘信誠說，所謂的「傷⼝癒合」是⼈體的⾃然⽣物過程，過程中可能會因為
慢性疾病或傷⼝感染的原因延緩，⽽導致⾎液流動和⽪膚再⽣的速度變慢，
此時使⽤傷⼝照護敷料可以有效的促進傷⼝癒合，同時減少感染的⾵險，若
再加上使⽤慢性傷⼝癒合治療儀對於傷⼝照護具有正⾯幫助。

技轉加值技術

指標性創新醫材

國家實驗研究院在2019醫療科技展中展出。 楊鎮州／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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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發⼝腔癌⽣物標誌免疫快篩試劑為主的世延⽣醫，著重在胰臟癌與肺癌
等重⼤癌症早期篩檢預防與治療，並透過技轉及產學合作等⽅式技術加值。

世延⽣醫董事⻑邱宏達表⽰，這次發表的「結合電刺激與紅外線治療的慢性
傷⼝癒合治療儀」是電刺激技術的延伸，讓傷⼝照護可以得到良好的解決⽅
式。邱宏達說，透過國研院儀科中⼼了解到成⼤團隊的創新研究能量，⼜得
到國研院儀科中⼼的技術輔導，才能使世延⽣醫現有經⽪神經電刺激器產品
可以技術加值，再加上⽬前透過成⼤團隊的臨床前試驗與反覆的驗證確效之
中，及科技部中部管理局加速中部地區⽣醫產業創新計畫協助，相信不久之
後，慢性傷⼝癒合治療儀可望成為指標性的創新醫材產品。

成功⼤學⽣物醫學⼯程系主任葉明⿓教授表⽰，研究中發現，當⽪膚受傷
後，傷⼝癒合過程中會有明顯的電流流動，這是正常傷⼝癒合所必需的，此
外臨床前試驗也發現不同型式的電流刺激，會有促進細胞釋放⽣⻑因⼦與移
動的作⽤，傷⼝也有加快癒合的現象。同樣的，以紅外線促進傷⼝癒合也有
相當多的研究及實證資料，但這與電流促進傷⼝癒合的⽅式並不相同，因此
發想出將⼆者結合成促進傷⼝癒合的治療儀。

國研醫材聯盟

⼀站式醫材加速器

國研院儀科中⼼於2014年創⽴國研醫材聯盟，⽬的是在於配合北、中、南科
學園區發展特⾊，串接醫療電⼦、⾼分⼦醫材及⾦屬醫材三⼤醫材技術能
量，從技術、檢測、法規、驗證、臨床到資⾦⼤隊接棒全程服務，⽽為使產
業可以加速前進，去年並升級⾄「⼀站式醫材加速器」，也協助研發團隊產
品與國際市場接軌，⼤幅降低醫材產品的研發成本及⾵險，提⾼成功率。
「重視客戶的客戶需求」在短短時間內受到產業界與學術界的⻘睞，從聯盟
成⽴⾄今已經協助輔導的研發團隊與平台超過130家，服務件數逾200件，並
且突破法規限制，累計輔導國內外醫材產品上市許可共計20案，成效顯著。

「醫材的重點在於安全有效、品質穩定，取得認證更是關鍵。」國研院儀科
中⼼主任楊燿州指出，儀科中⼼可協助廠商縮短從⼀開始的發想、設計、元
件以及紀錄的時間，更快速的取得認證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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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燿州說，了解醫⽣的臨床需求，進⾏評估，再透由需求，主動去發掘學校
具有產業化的潛⼒技術或專利，將加值、升級融⼊產業需求，讓產業界的商
品化有實際的出海⼝是國研院儀科中⼼⼀直以來在做的事情，再加上國研院
儀科中⼼可以提供的雛型品製作、產品試量產等技術加值服務與創新商業模
式輔導等多樣化的服務，可以有效把醫界的需求、學界的能量、與業界技術
串連在⼀起，成為產學研醫密不可分、最佳的合作拍檔，進⽽提⾼新創產業
的成功率，最終希望達到「產品國際化、聚落全國化」的⽬標。

世延⽣醫董事⻑邱宏達（左）為國研院儀科中⼼主任楊燿州說明該公司的技術，以及產品的使⽤⽅法。

楊鎮州／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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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AI生醫沙龍 推動跨國研發中心投資臺灣

國家實驗研究院6⽇參展臺灣醫療科技展期間，同時在南港展覽館⼆館703A

會議室舉辦「第三屆國研院AI⽣醫沙⿓」，邀請產學研界⽣物醫學領域先
趨，以「建⽴⽣技產業⽣態系、推動跨國研發中⼼、投資臺灣創造機會」為
主題，就各⾃專業領域進⾏現況與期待之分享。

我國正⼤⼒推動⽣技產業之發展，希望能吸引外資來台投資，並以臺灣為創
新研發基地。此次會議討論重點即是國研院可以如何配合政府政策，提供⽣
技產業⽣態系中所需的關鍵⼈才、精準醫療研發⽤的實驗動物、資訊服務平
台、智慧晶⽚與創新加速器等必要的協助。

2019-12-08 21:15 經濟日報 曹松清

「第三屆國研院AI⽣醫沙⿓」與會者合照。 國研院/提供

讚 35 分享 Y ⽤LINE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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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沙⿓邀請參加的成員涵蓋新創產業界、學術界、⺠間團體代表與政府官
員代表，包含科技部次⻑謝達斌、臺⼤醫院內科部講座教授楊泮池、財團法
⼈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副執⾏⻑廖熏⾹、國家衛⽣研究院分⼦與基因
醫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蔡世峯、成功⼤學電機系特聘教授詹寶珠、臺⼤醫院
⿇醉部主治醫師邱敬棠、臺北科技⼤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教授陳春⼭、台灣
發展研究院顧問許瑞彰、捷絡⽣物科技執⾏⻑林彥穎等。

謝達斌表⽰，臺灣⽣醫領域對AI技術的發展與應⽤有殷切之期盼，期望透過
此AI⽣醫沙⿓，找出⽬前業界最期盼解決的問題；政府願意當傾聽者，吸取
⼤家的意⾒，協助清除的臺灣醫療科技發展之路上的障礙，共同為台灣找出
最適當的科技發展⽅向。

本次交流內容主要是如何建⽴台灣的⽣技產業⽣態系，涵蓋次世代醫療法規
的訂定、健保資料庫⼤資料之應⽤、醫療資料的跨院整合等重要議題。與會
來賓對次世代醫療法規的認知與訂定⽅向已有初步共識：在醫療資料統整的
議題上，透過國家推動，將資料集於同⼀單位進⾏管理與收整，是現階段最
可⾏的⽅向；但在法規⾯的搭配也需儘快研議，因為越早開始推動醫療資訊
的統整與跨域跨院所應⽤，就越能確保我國於醫療科技發展的優勢，促成科
技的突破。

國研院AI⽣醫沙⿓起源於2018年國研院國家⾼速網路與計算中⼼所舉辦之⽣
醫論壇，因國研院轄下有國家實驗動物中⼼、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等與⽣
技醫療相關之研究單位，所以希望能透過此平台之持續舉辦，與國內⽣醫領
域先驅交流與互動，找到台灣AI⽣技醫療產業前進的⽅向。

台灣本在ICT產業具有厚實基礎，⽽⽣技醫療領域也是台灣的強項，國研院期
望透過轄下國網中⼼、動物中⼼與儀科中⼼之研究實⼒與提供技術服務之平
台，結合資訊科技與⽣技醫療領域，再加上國家重要的⽣醫巨量資料，藉由
AI⽣醫沙⿓勾勒出屬於台灣的AI⽣技醫療發展藍圖，有效協助台灣⼈⼯智慧
技術在世界的醫療市場中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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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ve整合AI醫學資通訊 量身訂製居家輔具

邁⼊第⼆屆的成⼤技轉育成中⼼圓夢計畫，不僅成果豐碩，更扶植多組校內
新創團隊圓夢，且校內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近年發展主軸，設定為尖端醫
材、智慧醫療及銀髮照護，今年在計畫輔導下，培育出⼀組The move，透過
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AI醫學、資通訊基礎，協助維冠⼤樓受災戶，共同設
計出⼀款可⾏動⾃如的居家輔具，開創圓夢計畫新典範。

The move團隊葉建賢博⼠指出，所設計出的居家輔具，主要針對使⽤者平常
⽇常起居所，客製化設計，不論在椅背⾓度及升降功能上，均利於使⽤者操
作，且透由⾝體重⼼可輕鬆控制⾏進⽅向，加上居家空間不⼤，輔具迴轉半
徑也⼤幅減少為60公分內，提升居家便利性。

2019-12-06 16:59 經濟日報 張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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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隨著⾼齡化社會來臨，智慧醫療將會是台灣未來最重要的發展⽅
向，成⼤前瞻醫材中⼼在衛福部、科技部補助資源及學校⽀持下，鏈結國內
運動器材相關產業，積極規劃佈局未來智慧健康產業版圖，希望能串接醫
療、學校及產業優勢，從預防與照護需求，整合運⽤創新產品或健康醫管服
務模式，帶動醫材研發及產品化。

The move團隊表⽰，以「智慧化運動系統」技術來說，就是協助銀髮族客製
化運動課程，例如營養估算的智慧化營養⼩幫⼿、智慧化運動設備，不僅透
過儀器影像分析，就能知道⾷物的營養成份，更將無趣的復健運動與遊戲結
合，讓復健不再無聊。

成⼤技轉育成中⼼表⽰，2018年起，校內前瞻醫材中⼼的發展主軸，為迎合
趨勢設定為尖端醫材、智慧醫療及銀髮照護，所開發出的「數位⽛科雲端設

成⼤技轉育成中⼼圓夢計畫輔導下，培育出⼀組The move，透過AI醫學、資通訊基礎，協助維冠⼤樓受

災戶。 張傑/攝影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9/12/06/99/7158938.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2019/12/9 The move整合AI醫學資通訊 量身訂製居家輔具 | 產學研訓 | 商情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3/4209406 3/3

計流程」，透過雲端派單到選定的加⼯機台，實現多點⽣產及AI代理⼈進⾏
智慧化的運動處⽅及營養估計，且其所開發「愛穩動(AI運動)」、「愛呷賀
(AI營養)」兩個模型，更成為國內唯⼀將⼈⼯智慧技術投⼊⻑照據點的單位。

此外，成⼤前瞻醫材中⼼積極推動成⽴衍⽣公司，建⽴從臨床需求研究團隊
媒合新創(startup)模式，且集結國內100多家廠商，成⽴成功醫材國際產學聯
盟（GAIA），帶領台灣醫材業者打世界盃。

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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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全球產業科技高峰論壇1月3日台南登場

台灣產業科技推動協會於2020年1⽉3⽇ (星期五)上午9時，在⾹格⾥拉台南
遠東國際⼤飯店遠東廳舉辦「2020全球產業科技⾼峰論壇」，與北美台灣⼯
程師協會、⼯業技術研究院、資訊⼯業策進會、國⽴成功⼤學及⾦屬⼯業研
究發展中⼼共同主辦，期將帶動台灣產業經濟發展。

論壇討論主題以「智慧台灣」為核⼼，扣合政府推動5+2產業創新計畫特⾊與
時興趨勢，聚焦於「Biotechnology &medical device」及「 IoT Applied to

Smart Manufacturing」等領域與「AI與醫療之應⽤」、「智慧製造」產業論
壇及「國防產業商業化」政策性議題討論。希望藉由本次活動，再度統合海
內外的⼒量與資源，廣邀國內外專家與標竿企業領袖參與，重啟國際與國內
產業科技創新發展之交流平台，引進新思維、新觀點、新視野與新作法，讓
臺灣與時俱進，持續創新與成⻑。敬邀海內外各界先進貴賓撥冗與會共襄盛
舉。

報名網址：https://tita2020.sysinfo.com.tw/

2019-12-09 10:13 經濟日報 黃逢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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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全球產業科技⾼峰論壇。 台灣產業科技協會／提供

2020全球產業科技⾼峰論壇。 台灣產業科技協會／提供

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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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號召產學研組電網學校　百萬元獎學金要
讓人才留台灣

▲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頒發第二次獎學金。（圖／工研院提供，下同）

記者陳凱力／新竹報導

因應全球暖化，各國紛紛專注發展再生能源，國際大企業也都積極促進供應鏈使用綠

電，台灣能源轉型這條路已非選擇題，而是必須要走的一條路。人才是產業發展的最

重要基石，為了培育更多電力電網人才，幫助綠能產業蓬勃成長，工研院號召產學研

組成「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提供逾百萬元獎學金，近日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

聯盟公布第一屆第二次獎學金得獎名單，最高獎金為3萬元，得獎者包括來自印尼的成

功大學學生穆瑞第(Muhammad Rizaldy)、台科大碩士韋宏達、中山大學學生林映汝

等26人，其中，獲獎的韋宏達，就為了追逐夢想，毅然辭掉穩定工作投入電力產業，

為台灣永續新未來盡份心力。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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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的中山大學學生林映汝（圖右）與成功大學學生廖婕茹（圖左），是電力領域少數的女性代

表，她們希望未來畢業後，能在電力產業一展長才。

工研院電網管理與現代化策略辦公室副主任劉志文表示，電力系統是國內各產業拚經

濟的基礎，但台灣面臨電力與電網人才缺乏和斷層的難題，為因應近年再生能源蓬勃

發展、智慧電網建設與電力產業供應鏈需求，培養人才已是產業發展刻不容緩的議

題。有鑑於此，2109年2月工研院攜手產學研界，共同成立「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

盟」，提供百萬獎學金，結合國內外頂尖名師，包括中山大學、德州大學與台電專業

人員等開課，以及媒合業界實習資源和職缺等，希望吸引更多年輕學子和社會人士投

入電力領域，一同為綠色家園效力，替台灣電力產業培育跨領域、具實務經驗的即戰

力優秀人才，以接軌國外能源發展趨勢，齊心促進我國能源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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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特別獎的Muhammad Rizaldy來自印尼，目前就讀成功大學，他希望在台灣學習電力技術與

知識，為電力產業貢獻所學。

大同公司總處長，同時也是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獎學金委員會主委的林常平表

示，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公布第一屆第二次獎學金分為優秀專題提案獎、傑出專

題成果獎、優秀學生獎、電網學校就業實務菁英班成績優異獎、電網學校就業實務菁

英班特別獎等五項，共26人獲獎。另外增設「特別獎」，由聯盟成員健格科技額外贊

助1.5萬元獎學金，特別鼓勵從印尼來台學習電力知識的學生穆瑞第(Muhammad

Rizald)，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外籍生來台修習電力相關領域學位，增進國際交流。 

獲得特別獎的穆瑞第(Muhammad Rizaldy)，受姐姐也曾在台灣留學的好印象影響，

因此來台留學，他目前在成大電機攻讀碩士，這次能獲得獎學金相當開心。穆瑞第會

對電力有興趣，是因為從小就熱愛數學，高中更參加過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對數學情

有獨鍾，擅長數學讓他在電機學科方面得心應手。未來，穆瑞第希望能進入台灣知名

企業工作，為電力產業貢獻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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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電網學校就業實務菁英班成績優異獎的韋宏達，捨棄長期且穩定的薪水，攻讀台科大電機碩

士，全力鑽研電力相關知識。

穆瑞第談到獎學金的用途，除了用來支應在台灣的生活費之外，也希望能運用此筆獎

學金多參加電力相關的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讓自己在學術領域更上一層樓。

拿下電網學校就業實務菁英班成績優異獎的台科大電機系碩士韋宏達，過去在業界擔

任研發工程師12年，因為近年政府推動綠色能源，他考量職場升遷和就業市場前景，

先前就一邊工作、一邊在工研院電網學校上課，而對電力系統非常有興趣的他，今年6

月更待存款足夠和取得家人支持後，在中年時毅然決然辭職，捨棄長期且穩定的薪

水，攻讀台科大電機碩士，全力鑽研相關知識，希望未來能轉行從事電機技師或配電

工作。這次獲獎，對年屆四十的他而言，是非常大的勉勵，他會好好利用3萬元獎學金

來持續進修電力學識，努力朝事業第二春的夢想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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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傑出專題成果獎的中山大學電機系學生林映汝說，此次得獎的專題，利用台電的

電力資料數據以AI運算做電力負載預測，來進行電力機組排程，達到電力系統供需平

衡並能效運行的目的。她優秀的成績和表現，除了獲得獎學金也已經推甄上了成大電

機所電力組，可謂雙喜臨門。林映汝希望研究所畢業後，能貢獻所學，已將進入台電

工作設為她的就業目標。

「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匯集百萬獎學金，2019年六月舉行第一次獎學金頒發典

禮，共有17名來自交大、成大、中正大學的優秀得獎者；第二次獎學金頒發典禮則於

12月舉辦，共有26名未來電力潛力新秀獲獎。聯盟明年也將持續透過獎學金頒發、專

業課程培育優秀電力電網人才，鼓勵年輕學子積極向學，讓台灣電力產業發展能欣欣

向榮。

電網獎學金詳情：https://college.itri.org.tw/powerschool

https://college.itri.org.tw/power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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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視鏡超音波治療 膽胰臟疾病利器

   記者姜四海／臺南報導

81歲的老先生因吞嚥困難於診所求治，被懷疑有食道方面的問題而轉至成大醫院。成大醫院胃腸肝 
膽科林孟穎醫師表示，老先生做了電腦斷層檢查發現其縱膈腔積液壓迫食道，同時合併有胰管擴張及 
後腹腔積液，為確認是否有胰臟的問題，經進一步安排內視鏡超音波檢查發現其胰臟頭側有腫瘤，且 
腫瘤阻塞導致胰管擴張，併發胰臟周邊積液延伸至縱膈腔壓迫食道，是造成老先生吞嚥困難的源頭病 
因。後透過內視鏡超音波施行胰腫瘤切片與胰臟周邊積液引流術，不但早期診斷出胰臟癌，也讓老先 

生得以重拾享受美食的幸福。

林孟穎指出，膽胰系統因位在身體較深層之中心地帶，相關疾病不易被早期發現，如胰臟癌被發現 
時經常已到末期，其他如膽道癌，或是常見的膽囊炎、胰臟炎等，同樣都不易早期診斷，且診斷後的 

治療往往也較其他消化系統疾病複雜。

林孟穎說，內視鏡超音波在診斷膽胰道疾病、胰臟腫瘤取樣及急性胰臟炎併發偽囊腫的處理，均通 

過世界各國的驗證，現在已成為首選標準治療方式。

   嘉南高屏澎

https://www.yd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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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預防老人跌倒 「步態分析」先找出高危險族
群

▲穿戴式感測器可以精準地找出容易跌倒的老人族群，及早介入給予幫助，降低跌倒機率。（圖／國

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提供）

【NOW健康  詹舒婷／台南報導】老人最怕摔跤，一跌可能骨折，甚至需長期臥床，

增加失能及死亡的風險。成大醫院與雲林科技大學研發「步態分析」系統，可以有效

評估高齡族群及中風病患的跌倒風險，並透過持續運動及復健，減少老人跌倒機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復健部主治醫師連偉志表示，衰弱的老年人為跌倒高風

險族群，一旦跌倒，就會增加失能及死亡的風險。在成大醫院斗六分院時觀察復健科

門診就診名單，發現病患年齡總和，要比台南總院門診明顯高了不少，顯示雲嘉南及

偏鄉地區高齡患者人數更多。如何找出高風險族群，並適時介入達到有效預防老人跌

倒，將是老年社會的重要課題。

 

連偉志說明，透過「步態分析」系統的演算法，可以區分慢性腦中風病人和健康成年

人的步態，也可用來區分慢性腦中風病人中，跌倒者和無跌倒者的步態。

 



2019/12/9 新科技預防老人跌倒 「步態分析」先找出高危險族群 | NOW健康｜健康數位內容第一品牌！

https://healthmedia.com.tw/main_detail.php?id=44704 2/2

研究團隊針對復健科病患進行步態分析，讓受試者使用穿戴式感測器，研究2足移動

時，身體姿勢與動作施力所形成的移動過程，終於開發出最後步態分析系統的演算

法。

 

連偉志說，這套系統可以即時分析高齡病患的行動能力，從穿戴式感測器得知受測者

的原始步態訊號，再對其進行步態智慧辨識與分析，有助於增進醫病雙方的了解與溝

通。

 

這項研究可以精準地找出容易跌倒的老人族群，及早介入給予幫助，降低跌倒機率，

日前已發表於國際知名學術期刊《MedicineBaltimore》及《Journal of Healthcare

and Engineering》。

 

連偉志指出，開發步態分析方法與系統，目的在及早發現、及早介入，降低高風險族

群跌倒風險，在職能治療師、體適能教練的指導下，練習負重運動，讓步伐更穩健，

避免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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