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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成蝶計畫簽署臺越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

養成未來即戰力 成大簽署臺越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
孫宜秋／南市

2020/8/4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跨國企

業，殷切需要具備國際移動力人才。

成 功 大 學 「 成 蝶 計 畫 （ NCKU-

Butterfly Program）」－多元、多贏

的產學合作人才育成平台，廣泛與產

業界攜手，培育國際人才。8月3日上

午，成大與越南勇源基金會、廣泰金

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這是繼2019

年6月與玉山銀行、柬埔寨合作案、12月與泰國台達電簽約後，「成蝶」再次產學

合作培育優秀人才，協助跨國企業放眼全球，永續經營，也將成大、臺灣的學術能

量做更深遠的拓展。

 簽約儀式在成大歷史文物館舉行，成大校長蘇慧貞與越南勇源基金會執行長冼文

舉、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泰隆、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王炯棻簽署合作備忘錄。蘇慧貞提到，人才建構社會發展創新的可能，在既有學術

資源中，與產業鏈結，可讓學生及早看見未來就業挑戰，同時精準扣合調整當下學

習目標，儲備迎戰未來的能力。

 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代表處大使阮英勇表示，人才培育是越南當前國家建設重要

發展項目，臺灣很多企業位列世界500強，非常重視跟臺灣的合作。經濟部工業局

南部晶片物聯網智造整合服務基地執行長謝佳宏也指出，臺灣擁有充沛半導體技

術，基地重要任務之一是成為臺灣與新南向國家人才對接橋梁，謝謝成大學者專家

們在任務中提供重要支持。海軍前司令陳永康也盛讚此次簽約是國際合作指標。

 「成大不只重視學術卓越，也重視所學在未來有所應用」。成大助理副校長莊偉

哲指出，成大專利使用率頗高，目前與成大合作的企業有100多家，莊偉哲鼓勵越

南留學生鑽研學術，也可學習創業歷程，從成大連結國際，為母國帶回臺灣生意

經。

 成大副國際長李約亨指出，臺灣新南向政策2019年邁入第3年，越南一直是重點

招生國家。越南政府對外國大學到越南高中招生有所限制，透過此次合作，邀請駐

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阮英勇大使暨希望借重冼執行長等當地影響力，幫助成大

拓展在越南與企業、學校甚至政府機關的交流互動。

 目前成大越南學生近200人，是成大外籍生人數第2多的國家。成大國際處國際

學生事務組表示，成蝶計畫臺越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共有３個合作方，每學期共提

供成大6位名額，通過申請者每位受獎生可獲生活補助獎學金1,000元美金，約新台

幣3萬元獎學金。同時也規劃本校越南學生至簽約企業參訪、實習的機會，擴大越

南學生學成歸國返鄉服務的就業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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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跨國企業，殷切需要具備國際移動力人才。成功大學「成蝶計畫（NCKU-Butter�y Program）」－多元、多贏的產學合作
人才育成平台，廣泛與產業界攜手，培育國際人才。8月3日上午，成大與越南勇源基金會、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簽署合作備忘錄，這是繼2019年6月與玉山銀行、柬埔寨合作案、12月與泰國台達電簽約後，「成蝶」再次產學合作培育優秀人才，協助跨國企業
放眼全球，永續經營，也將成大、臺灣的學術能量做更深遠的拓展。

（圖說）成大成蝶計畫今由成大校長蘇慧貞（左二）與越南勇源基金會執行長冼文舉、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泰隆、榮剛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王炯棻簽署臺越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記者鄭德政攝）

簽約儀式在成大歷史文物館舉行，成大校長蘇慧貞與越南勇源基金會執行長冼文舉、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泰隆、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王炯棻簽署合作備忘錄。蘇慧貞提到，人才建構社會發展創新的可能，在既有學術資源中，與產業鏈結，可讓學生及早看見未來就業挑

戰，同時精準扣合調整當下學習目標，儲備迎戰未來的能力。

（圖說）成大校長蘇慧貞（右）致贈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代表處大使阮英勇（左）成大自製紀念品。（記者鄭德政攝）

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代表處大使阮英勇表示，人才培育是越南當前國家建設重要發展項目，臺灣很多企業位列世界500強，非常重視跟臺灣的合作。
經濟部工業局南部晶片物聯網智造整合服務基地執行長謝佳宏也指出，臺灣擁有充沛半導體技術，基地重要任務之一是成為臺灣與新南向國家人才對

接橋梁，謝謝成大學者專家們在任務中提供重要支持。海軍前司令陳永康也盛讚此次簽約是國際合作指標。

「成大不只重視學術卓越，也重視所學在未來有所應用」。成大助理副校長莊偉哲指出，成大專利使用率頗高，目前與成大合作的企業有100多家，
莊偉哲鼓勵越南留學生鑽研學術，也可學習創業歷程，從成大連結國際，為母國帶回臺灣生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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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蝶臺越人才培育計畫，學術產業攜手共創新世代未來人才。（記者鄭德政攝）

成大副國際長李約亨指出，臺灣新南向政策2019年邁入第3年，越南一直是重點招生國家。越南政府對外國大學到越南高中招生有所限制，透過此次
合作，邀請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阮英勇大使，希望借重冼執行長等當地影響力，幫助成大拓展在越南與企業、學校甚至政府機關的交流互動

目前成大越南學生近200人，是成大外籍生人數第2多的國家。成大國際處國際學生事務組表示，成蝶計畫臺越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共有３個合作
方，每學期共提供成大6位名額，通過申請者每位受獎生可獲生活補助獎學金1,000元美金，約新台幣3萬元獎學金。同時也規劃本校越南學生至簽約
企業參訪、實習的機會，擴大越南學生學成歸國返鄉服務的就業選項。

就讀生物醫學工程碩士班的杜雪兒（Do Tuyet Nhi）認為，獎學金支持是國際學生專注研究，展現學術才華的重要助力。來臺3年，目前正攻讀測量
及空間資訊博士學位的阮文孟（Manh Van Nguyen）表示，近年來臺南物價變得有點貴，獎學金對生活開銷、在外租屋等有一定的幫助。若順利獲
得獎學金，會用來訓練自己科學寫作的能力，並參加深度學習議題的國際研討會，精進自我專業知能，也期許自己學成歸國後，投身工業4.0的產業
創新行列，成為促進越南國家發展的中堅份子。 
本次合作由冼文舉促成。冼文舉為臺灣企業家，深耕越南30多年，致力推動臺越企業雙邊交流與產業，慈善醫療，教育發展交流合作，是臺越國民
外交重要人士，曾榮獲越南國家主席在胡志明市統一宮頒發三等勞動勳章，這是越南政府給予第一位外國臺灣人的最高榮譽。 
越南勇源基金會長期扶助越南優秀學生來臺求學，在越南致力推行教育、公益與醫療服務等活動。冼文舉表示，成大校友們在各行各業扮演重要角

色，原本想來成大洽談技術合作，過程中接觸許多成大校友，在他們身上看見成大窮理致知的務實風範，十分欣賞成大培育優秀人才的能力，所以邀

請廣泰金屬、榮剛材料2家在越南設廠的企業共同加入「成蝶」，提供在成大就讀的越南優秀學生生活補助獎學金，希望拋磚引玉為越南注入頂尖人
才，提升拓展臺越關係。 
現場近15家越南臺資企業、越南在地企業，以及未來預計到越南設廠的企業代表出席簽約儀式。在越南投資的長佑醫療科技顧問有限公司洪全成博
士指出，成大擁有深厚學術資源與專業技術研發能量，越南當地企業與諸多臺商對於產學合作十分感興趣，參與今日簽約儀式，為企業提供深入認識

成大的機會，也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的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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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蝶計畫 成大簽台越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
2020-08-04

成大現有越南學生近兩百人，三日成大成蝶計畫與越南勇源基金會、廣泰金屬工業、榮剛材料科技簽署合作備忘

錄。 （記者羅玉如攝）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成大現有越南學生近兩百人。三日成大成蝶計畫與越南勇源基金會、廣泰金屬工業、榮剛材料科技簽署合作備忘

錄。成大國際處國際學生事務組表示，備忘錄簽署後，每學期將提供六個名額，通過申請的越南受獎生，每人可獲

一千美元、約合台幣三萬元的生活補助獎學金。同時規劃成大越南學生至簽約企業參訪、實習。

昨日上午的簽約儀式，在成大歷史文物館舉行。成大校長蘇慧貞、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代表處大使阮英勇、越南勇

源基金會執行長冼文舉、經濟部工業局南部晶片物聯網智造整合服務基地執行長謝佳宏、廣泰金屬董事長周泰隆、

榮剛材料科技董事長王炯棻出席。

此次合作由冼文舉促成。冼文舉為台灣企業家，深耕越南三十多年，致力推動台越企業雙邊交流，以及產業、慈善

醫療、教育等面向的合作。曾獲越南國家主席頒發三等勞動勳章，是越南政府給予外國人的最高榮譽。

冼文舉表示，成大培育優秀人才的能力有目共睹，所以邀請廣泰金屬、榮剛材料兩家在越南設廠的企業加入成蝶計

畫，提供在成大就讀的越南優秀學生生活補助獎學金，為越南注入頂尖人才的同時，也提升拓展台越關係。

阮英勇指出，人才培育是越南國家建設重要發展項目。台灣有很多企業位列世界五百強，越南非常重視跟台灣的合

作。

成大助理副校長莊偉哲強調，成大專利使用率頗高，目前與成大合作的企業有百餘家。他鼓勵越南留學生，從成大

連結國際，為母國帶回台灣經驗。

成大副國際長李約亨表示，新南向政策邁入第三年，越南一直是我國重點招生國家。越南政府對外國大學到越南高

中招生有所限制，透過此次合作，希望促成成大與越南企業、學校、政府機關的交流互動。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34349


2020/8/4 成大與越南台商簽署合作備忘錄 協助兩地人才培育交流 | 大學研究所 | 文教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4752159?from=udn-ch1_breaknews-1-cate3-news 1/10

成大與越南台商簽署合作備忘錄 協助兩地

人才培育交流

2020-08-03 16:47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成大今天與越南勇源基金會等簽署合作備忘錄，未

來除了將提供成大越南學生獎學金，並將提供越南

學生到企業參訪、實習機會，兩方共同加強人才培

育。

成 大 成蝶計畫今簽署台越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圖／成 大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2020/8/4 成大與越南台商簽署合作備忘錄 協助兩地人才培育交流 | 大學研究所 | 文教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4752159?from=udn-ch1_breaknews-1-cate3-news 2/10

成大「成蝶計畫」繼去年與玉山銀行、柬埔寨及泰

國台達電簽約合作，今天再次產學合作，協助跨國

企業放眼全球，永續經營，也將成大、台灣的學術

能量做更深遠的拓展。

簽約儀式在成大歷史文物館舉行，成大校長蘇慧貞

與越南勇源基金會執行長冼文舉、廣泰金屬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泰隆、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王炯棻簽署合作備忘錄。

蘇慧貞提到，人才建構社會發展創新的可能，在既

有學術資源中，與產業鏈結，可讓學生及早看見未

來就業挑戰，同時精準扣合調整當下學習目標，儲

備迎戰未來的能力。

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代表處大使阮英勇表示，人才

培育是越南當前國家建設重要發展項目，台灣很多

企業位列世界500強，非常重視跟台灣的合作。

經濟部工業局南部晶片物聯網智造整合服務基地執

行長謝佳宏也指出，台灣擁有充沛半導體技術，基

地重要任務之一是成為台灣與新南向國家人才對接

橋梁。

成大副國際長李約亨指出，台灣新南向政策中，越

南一直是重點招生國家，但越南政府對外國大學到

越南高中招生有所限制，透過此次合作，希望能幫

助成大拓展在越南與企業、學校甚至政府機關的交

流互動。



2020/8/4 成大與越南台商簽署合作備忘錄 協助兩地人才培育交流 | 大學研究所 | 文教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4752159?from=udn-ch1_breaknews-1-cate3-news 3/10

成大成蝶計畫今簽署台越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圖／成大提

供

成大校長蘇慧貞致贈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代表處大使阮英勇

成大自製紀念品。圖／成大提供



2020/8/4 成大與越南台商簽備忘錄 助人才培育 | 雲嘉南 | 地方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4752791 1/9

成大與越南台商簽備忘錄 助人才培育

2020-08-03 23:31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展開「成蝶計畫」，昨天與越南勇源基金

會等單位簽署合作備忘錄，未來除了將提供成大越

南籍學生獎學金外，也將提供到企業參訪、實習的

機會，雙方共同加強人才培育。

8

成功大學展開 成蝶計畫，昨簽署台越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將提供越南學生

到企業參訪、實習機會 。圖／成 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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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蝶計畫」繼去年與玉山銀行、柬埔寨及泰國台

達電簽約合作，昨天再次產學合作，協助跨國企業

放眼全球，永續經營，也將成大、台灣的學術能量

深遠拓展。

簽約儀式在成大歷史文物館舉行，成大校長蘇慧貞

與越南勇源基金會執行長冼文舉、廣泰金屬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泰隆、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王炯棻簽署合作備忘錄。

蘇慧貞說，人才建構社會發展創新可能，在既有學

術資源中，與產業鏈結，可讓學生及早看見未來就

業挑戰，同時精準扣合調整當下學習目標，儲備迎

戰未來的能力。

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代表處大使阮英勇表示，人才

培育是越南當前國家建設重要發展項目，台灣很多

企業位列世界500強，非常重視跟台灣的合作。

工業局南部晶片物聯網智造整合服務基地執行長謝

佳宏說，台灣擁有充沛半導體技術，希望成為台灣

與新南向國家人才對接橋梁。

成大副國際長李約亨指出，台灣新南向政策中，越

南一直是重點招生國家，但越南政府對外國大學到

越南高中招生有所限制，透過此次合作，希望能幫

助成大拓展在越南與企業、學校甚至政府機關的交

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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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成蝶計畫」　成大簽署台越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0-08-04 01:22

成功大學「成蝶計畫（NCKU-Butterfly Program）」－多元、多贏的產學合作人才育成平台，8月3日上午，在成大歷史文

行，成大校長蘇慧貞與越南勇源基金會執行長冼文舉、廣泰金屬工業公司董事長周泰隆、榮剛材料科技公司董事長王炯棻

備忘錄。

蘇慧貞提到，人才建構社會發展創新的可能，在既有學術資源中，與產業鏈結，可讓學生及早看見未來就業挑戰，同時精

整當下學習目標，儲備迎戰未來的能力。

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代表處大使阮英勇表示，人才培育是越南當前國家建設重要發展項目，臺灣很多企業位列世界500強

視跟臺灣的合作。

經濟部工業局南部晶片物聯網智造整合服務基地執行長謝佳宏也指出，臺灣擁有充沛半導體技術，基地重要任務之一是成

新南向國家人才對接橋梁，謝謝成大學者專家們在任務中提供重要支持。





2020/8/4 推「成蝶計畫」 成大簽署台越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 | 台灣好新聞 TaiwanHot.net

https://www.taiwanhot.net/?p=845036 2/3

目前成大越南學生近200人，是成大外籍生人數第2多的國家，成蝶計畫臺越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共有３個合作方，每學期

成大6位名額，通過申請者每位受獎生可獲生活補助奬學金1,000元美金，約新台幣3萬元獎學金。

本次合作由臺灣企業家冼文舉促成，深耕越南30多年，致力推動臺越企業雙邊交流與產業，慈善醫療，教育發展交流合作

越國民外交重要人士，曾榮獲越南國家主席在胡志明市統一宮頒發三等勞動勳章，這是越南政府給予第一位外國臺灣人的

譽。

現場近15家越南臺資企業、越南在地企業，以及未來預計到越南設廠的企業代表出席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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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成蝶計畫」 產學合作培育國際人才
記者陳聖璋/台南報導-2020-08-03 17:30:00

▲成蝶計畫3日簽署台越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圖／成大提供）
跨國企業，殷切需要具備國際移動力人才，成功大學「成蝶計畫

（NCKU-But ter f ly  Program）」－多元、多贏的產學合作人才育成平
台，廣泛與產業界攜手，培育國際人才。

今（3）日成大與越南勇源基金會、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榮剛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成蝶」產學合作培育優秀人

才，協助跨國企業放眼全球，永續經營，也將成大、台灣的學術能量做

更深遠的拓展。現場近15家越南台資企業、越南在地企業，以及未來預
計到越南設廠的企業代表出席簽約儀式。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指出，人才建構社會發展創新的可能，在既有學術

資源中，與產業鏈結，可讓學生及早看見未來就業挑戰，同時精準扣合

調整當下學習目標，儲備迎戰未來的能力。

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代表處大使阮英勇表示，人才培育是越南當前國家

建設重要發展項目，台灣很多企業位列世界500強，非常重視與台灣的
合作。

「成大不只重視學術卓越，也重視所學在未來有所應用」成大助理副校

長莊偉哲表示，成大專利使用率頗高，目前與成大合作的企業有100多
家，莊偉哲鼓勵越南留學生鑽研學術，也可學習創業歷程，從成大連結

國際，為母國帶回臺灣生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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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校長蘇慧貞（右）致贈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代表處大使阮英勇成大自製紀念品。
（圖／成大提供）

目前成大越南學生近200人，是成大外籍生人數第2多的國家 ﹔成大國際
處國際學生事務組表示，成蝶計畫台越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共有３個合

作方，每學期共提供成大6位名額，通過申請者每位受獎生可獲生活補
助奬學金1,000元美金，約新台幣3萬元獎學金 ﹔同時也規劃成大越南學
生至簽約企業參訪、實習的機會，擴大

越南學生學成歸國返鄉服務的就業選項。

本次合作由深耕越南30多年的台灣企業家冼文舉促成，他致力推動台越
企業雙邊交流與產業，慈善醫療，教育發展交流合作，是台越國民外交

重要人士，曾榮獲越南國家主席在胡志明市統一宮頒發三等勞動勳章，

這是越南政府給予第一位外國台灣人的最高榮譽。

▲成蝶計畫每學期共提供成大6位名額，通過申請者每位受獎生可獲生活補助獎學金1千
美元。（圖／成大提供）

越南勇源基金會長期扶助越南優秀學生來台求學，在越南致力推行教

育、公益與醫療服務等活動 ﹔冼文舉表示，成大校友們在各行各業扮演重
要角色，原本想來成大洽談技術合作，過程中接觸許多成大校友，在他

們身上看見成大窮理致知的務實風範，十分欣賞成大培育優秀人才的能

力。

因此，洗文舉邀請廣泰金屬、榮剛材料2家在越南設廠的企業，共同加
入「成蝶」，提供在成大就讀的越南優秀學生生活補助獎學金，希望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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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引玉為越南注入頂尖人才，提升拓展台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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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3日簽署台越合作備忘錄，提供在成大就讀的越南學生獎學金與企業實習機會。

（李宜杰攝）

成大簽署台越合作MOU 培育優秀人才
中時 李宜杰20:25 2020/08/03

為培育優秀人才，國立成功大學3日與越南勇源基金會等簽署合作備忘錄，除提供成大越南學生

獎學金，也提供到企業參訪、實習機會，同時也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盼留住越南高科技、醫藥

人才。

成大「成蝶計畫」繼去年6月與玉山銀行、柬埔寨及泰國台達電簽約合作後，今日啟動台越產學

合作。目前就讀成大的越南學生近200人，是成大外籍生人數第2多的國家，成大校長蘇慧貞期

盼，透過台越合作，不僅增進2國友好關係，越南學生自成大畢業後，也可投入台灣半導體、醫

藥產業。

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代表處大使阮英勇則說，台灣的高科技、半導體、醫藥產業優秀，鼓勵越南

青年學子把握資源，不管是留在台灣發展，或是學成歸國帶動中小企業，皆樂觀其成。

經濟部工業局南部晶片物聯網智造整合服務基地執行長謝佳宏則表示，目前台灣高科技產業亟需

國際人才，未來越南學子若表現良好，歡迎加入台灣半導體產業，「畢業生、在校生都歡迎！」

成大副國際長李約亨指出，台灣新南向政策上路以來，越南一直為重點招生國家，但越南政府針

對外國大學招生限制不少，盼藉此活動拓展與越南企業、學校的交流機會。阮英勇也說，目前越

南赴台就讀的學生確實不多，約1萬2000名左右，盼越南政府重視台灣高科技、醫藥產業。

目前攻讀成大測量及空間資訊博士學位的阮文孟期待，獲得獎學金後精進自我，也期許自己學成

歸國後，投身工業4.0的產業創新行列，成為促進越南國家發展的中堅分子。

(中時 )

#越南 #成大 #台灣 #產業 #合作 #新南向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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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文學創作超過50年的金門人陳長慶(中)將珍貴手稿捐贈給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館提供)

國立台灣文學館與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舉辦《陳長慶短篇小說集》中越文本新書發表，
台灣文學館表示，《陳長慶短篇小說集》去年已在越南胡志明市推出越南文本，現在在
台灣發行中越文本，期盼能得到越南新住民的迴響。

《陳長慶短篇小說集》中越文本由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陳益源等人主編，行政院金
馬聯合服務中心出版，共收錄6篇金門不同年代的故事，包括「再見海南島 海南島再
見」、「將軍與蓬萊米」、「人民公共客車」、「春桃」、「孫麻子」及「罔腰仔」。

陳益源表示，去年11月和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合作催生《陳長慶短篇小說集》的越
南文本後，得到多位越南文學評論家的迴響，如今在台發行中越文本，也期盼能獲得台
灣民眾、尤其是金門的越南新住民及新二代的共鳴。

台灣文學館館長蘇碩斌表示，《陳長慶短篇小說集》中越文本的出版，符合台文館長期
推動台灣文學外譯的方針，也是文學新南向的具體實踐。蘇碩斌：『(原音)一本翻譯它
耗費的心力非常的大，所以我們通常都會做一些前期的評估，那這幾年我們其實整個文
學外譯在嘗試另外一種作法，就是它是非學術著作型的，而是以小說的選集，然後以對
方國的大學校園為對象的一個推廣，那我們這兩種路線都會嘗試之後評估。』

時間：2020-08-04 11:50 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陳國維

短篇小說集發行中越文本 盼獲越南新住民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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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文學創作超過50年的陳長慶，也在新書發表會上，將他從1973年創辦《金門文
藝》的早期史料，及所寫的小說《失去的春天》、《秋蓮》等珍貴手稿，捐贈給台文
館，希望在文學中為金門風土民情留下完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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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載具成果展示與創新產業論壇於13日舉行

2020-08-04 12:00 經濟日報 陳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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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物聯網與⼈⼯智慧發展已成創新趨勢，⽬前⾮接觸式的實體科技、虛實整合平台，包括無⼈
載具的應⽤發展也由於新冠疫情⽽衍⽣新⼀波的商機，⼯程科技推展中⼼特別邀請產官學研專家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0/08/04/2/8305706.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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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集聚⼀堂，並針對國內無⼈載具法規、產業現況與市場創新趨勢等進⾏探討，以及展⽰有趣
的科技部無⼈載具研究成果、產學研發計畫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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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政府攜手研鼎智能 打造運動健康城市

GOLiFE研⿍智能(6529)⽇前舉辦「府城動起來-⻘銀共動健康邁進」成果記者會，展⽰其穿戴裝
置及運動數據服務平台服務成果，累積其府城動起來App下載數超過12,000次、揪團健⾛的步數
也超過4億7千萬步，累積步數換算可繞台灣258圈，APP上觀光景點與商家的打卡數超過10,000

次，更進⼀步帶動地⽅經濟成⻑。

「府城動起來」在經濟部⼯業局「普及智慧城鄉⽣活應⽤計畫」⽀持下，媒合地⽅政府需求與科
技產業創新能量，本計畫與在地醫院、⼤專院校、地⽅特⾊產業、藥局通路、社區鄰⾥⻑等多⽅
鏈結推動，透過府城動起來App、Line@聊天機器⼈與線上平台、運動平台，讓⺠眾藉由穿戴式裝
置與⼿機，量化⾃我健康管理，達到健康促進之功效。

台南市⽼年⼈⼝⽐率已超過15%，打造樂活⾼齡友善城市⼀直是台南市⻑⿈偉哲的政策主軸。⿈
偉哲表⽰，府城動起來App以遊戲化以及趣味化的⽅式讓市⺠投⼊運動並融⼊⽣活當中，⽬前已超
過1萬2,000⼈次使⽤，更已有超過8,000⼈受惠，更因透過App揪團功能，養成持續21天的健⾛運
動習慣。

2020-08-03 18:23 經濟日報 吳毅倫

台南市市⻑⿈偉哲(中)表⽰，透過府城動起來App，實踐樂活⾼齡友善城市政策。 業者/提供

讚 31 分享 Y ⽤LINE傳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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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智能董事⻑簡博彬表⽰，這次完成持續3個⽉健⾛的⺠眾中，有⾼達70%的⻑輩，持續運動讓
⻑輩們在握⼒與肌耐⼒的部分都有明顯的改善。在推動過程中，我們遇到最⼤的困難，是⻑輩們
對於資訊設備使⽤的不熟悉，因此，研⿍智能串連成⼤與護校的⻘年學⽣們與⻑輩們「共動」。

由⻘年學⼦們教導⻑輩們如何使⽤資訊設備，看到許多原本對於科技完全不熟悉的⻑輩們，慢慢
學習使⽤科技裝置是讓⼈⾮常感動的，也透過年輕⼈們的回饋，作為研發APP持續優化設計出符
合⾼齡⻑者們適合的介⾯。

GOLiFE致⼒結合科技與運動，提供更智慧的穿戴裝置與系統環境，並透過雲端服務，建⽴最新、
最完整的個⼈⽣理數據資料庫，打造台南市⺠的運動⼤數據平台。將運動升級為科技運動的概
念，讓運動⼤數據平台成為促進市⺠維持健康的得⼒智能助⼿。

研⿍智能董事⻑簡博彬(左⼀)參加府城動成果發表記者會。 業者/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0/08/03/1/8302315.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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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EMBA二十餘載 如何轉型拚未來？

2020-08-03 14:43  聯合新聞網 / 哈佛商業評論

【文／張彥文】

1997年，台大管理學院開辦台灣第一個EMBA經營

管理碩士學程。隔年，政大EMBA開辦，從此二十多

E M B A 在 台灣發展二十餘年 ，已開始面臨轉型升級壓力，各校也絞盡腦汁在

各方面推陳出 新 。  賴永祥

https://udn.com/author/articles/1015/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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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掀起台灣高階經理人與企業主修讀EMBA的風

潮，並形成一種特殊的台灣文化。

台灣目前有超過五十所的學校提供EMBA碩士學程，

一年招收人數超過三千七百人，勢力龐大。

學程方興未艾四大主因

許多上過EMBA的人，會把某某大學第幾屆EMBA，

印在名片上，代表一種身分。彼此見面時，即使就

讀不同學校EMBA，也可以有不少共同話題。若是同

校校友，那就是「自己人」了，關係馬上大不同。

專家分析，EMBA會在台灣流行起來，主要有幾大原

因。

一、提供學習管理的場域

許多人當上高階經理人甚至創業，成為企業負責

人，卻從來沒有一天學過管理課程，完全靠自己摸

索，土法煉鋼一步步升上職場巔峰。

這樣的主管比例非常高，EMBA提供一個專業學習的

機會，能幫事業有成的人補上一個財經企管的架

構，當理論與實務相遇，有機會幫助他們更上一層

樓。

二、學習如何做決策



2020/8/4 台灣EMBA二十餘載 如何轉型拚未來？ | 雜誌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6864/4751662 3/15

對企業主管來說，在對的時間做對的決策，一直是

艱巨的挑戰。幾乎全台灣的EMBA均強調個案情境學

習，就是學習如何做決策。

三、拓展人脈與視野

常有人說唸EMBA就是「吃飯、聊天、交朋友」。這

雖然像玩笑話，但也說明了讀EMBA的重點就是拓展

人脈。學員都是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在公司是

他說了算，但進到EMBA，一律平等，有機會聽到各

行各業的聲音，能吸收許多課本上無法獲得的精

華。

而且，各校EMBA都很重視交流，前後屆的要交流、

班際之間要交流、甚至境外班都要設計專門的活動

讓大家互相認識，成為有用的網絡。

四、老師與校友成為解決問題的良師

商管教授與EMBA成員間，長久下來，也成為緊密連

結的網絡，很多人會成為至交，遇到經營問題時，

會找老師或同學校友討論。

台大EMBA執行長劉啓群表示，曾有長期在大陸經營

事業的高管說，以往都以為自己很了解大陸市場，

但唸了台大復旦班後，接觸到很多當地的高管，才

發現自己很多事情都想錯了，也發現到很多過往不

曾想過的問題或角度，讓他覺得念EMBA價值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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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轉型三大方向

不過，EMBA在台灣發展超過二十年，已面臨轉型壓

力。主要原因是，許多想念書的企業高管多已念

過，學生來源有減少趨勢，加上經營環境巨變，未

來該如何轉型？

一、課程需與時俱進、不斷提升

政大EMBA執行長黃國峯點出，管理學院必須與時俱

進，例如，不少學校EMBA採取套裝課程，產銷人發

財包套通吃，幾乎大家修的課都相同，只提供少數

選修課。

這種做法可能是為了節省成本，但已不適合變化快

速的經營環境。

他強調，EMBA不應視為一般研究所，須賦予更大的

彈性和選課自主權，讓學生依照需求調整。政大EM

BA已開出超過一百門課程，就是希望提供更客製化

的學習機會。

二、應強化與在地產業連結

與在地產業連結，也愈來愈受各校重視。成大管理

學院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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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管理學院院長黃宇翔表示，南部的產業生態，

跟中北部有很大不同，是由許多中小企業組成，例

如，遊艇、螺絲、車用零件等。螺絲製造領域中，

甚至近七成企業主都是成大EMBA的校友。

這些企業需要的訓練，就和中北部大不相同，他們

可能更需要關於創新創業、企業多角化經營、接班

傳承這類的課程，也希望學校能協助引進更多的產

學合作或資金。

台南最著名的蘭花產業，就是由成大生命科學系協

助養殖技術，管理學院協助推動商業模式及國際市

場，讓蘭花不但進入餐飲和文創領域，還有機會與

歐洲市場接觸，是學校連結在地產業的絕佳範例。

三、多元化、國際化、走出台灣

台灣的管理學院花了很多時間推動國際化，EMBA更

是如此，包括海外參訪、訪問學者或學生交換、海

外學程等。只是學生來源仍多來自台灣，不夠國際

化。黃國峯認為，如果EMBA課程能夠有更多其他國

籍、文化、背景的學生參與，對台灣企業家在跨國

管理上的思維會更有幫助，這也是國內比較欠缺的

部分。

黃國峯進一步指出，東協國家應該是很好的發展方

向，台灣如果能夠善用其成員國的資源，嘗試招收

當地一流的企業家就讀，未來課堂上的成員，就不

會只限於說中文的企業家，而真正能有跨國、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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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及合作機會。事實上，政大EMBA正推動一個

與上述做法相關的計畫，希望推出時能讓外界耳目

一新。

劉啓群指出，全世界大學現在都把管理學院視為發

展的核心，像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

niversity）新建完成的管理學院大樓，耗資兩億美

元，且座落在校園中央，這意味著商管學院應該是

一個整合大學資源，落實創新創意的地方。

而EMBA更應該是關鍵，陪伴和鼓勵高階經理人在管

理知識、 人脈拓展、 國際交流和企業發展上 的 成

長，創造台灣更好的經濟發展環境。

更多內容請見2020年8月《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

體中文版〈小員工啓動大變革〉

https://www.hbrtaiwan.com/journal_content_HBR1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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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8月04日

大學生借住瑞穗有機農場 體驗採茶樂

三人徒步環島 在花蓮受到師父熱情接待

瑞穗／記者黃寓中報導

 三位大學生志同道合，結伴從台南開始徒步繞台灣環島一周，經過瑞穗時，特別轉到瑞穗有機農場體驗採茶

樂，瑞穗有機生態農場提供吃、住並且去泡湯，讓他們在瑞穗得到充分的休息及美好的回憶。

 現代人都乘坐汽機車，所以腳力漸漸的退化，但有三位大學生，一位是台大生、一位是成大生還有一位是高師

大生，他們志同道合，想不依靠任何交通工具，帶著沉重的行李，結伴相約要從台南開始徒步繞台灣環島一周，

在夏日酷熱的大太陽下，他們仍然冒著暑熱滿身大汗，但他們樂在其中。 瑞穗有機農場有住宿房間，每天三餐都

有素菜、素飯，且對外開放，他們事先打電話詢問瑞穗有機農場是否可以接待他們，農場的師父們覺得有朋自遠

方來不亦樂乎，欣然接受他們的到來。

  三位大學生徒步繞台灣環島一周的旅程中，三餐都是吃自助餐，有時夜宿火車站，有時候也會遇到民家很熱情

圖：三位大學生在鶴岡有機茶園歡喜的進行採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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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二日晚間抵達瑞穗有機農場，受到農場師父熱情的招待，提供晚餐、品茶還泡溫泉，讓他們度過美麗的夜

晚。 三日一大早，他們三人到鶴岡有機茶園體驗採茶樂，見到在這片青翠、蓬勃發展的茶園，竟然沒有受到曝

熱、缺雨的侵襲而乾枯，也見到有機栽種、茶草共生，水保保護著大地，也第一次體驗到採茶的樂趣，心中充滿

歡喜，直說下次還要再來。

 瑞穗有機農場師父表示，他們喜愛著花蓮的好山好水，在路上遇到所遇到的人都跟他們鼓勵加油，說這些年輕

人都充滿奮鬥不懈的精神，從行腳的精神來說，現代人正是缺乏這種意志力，而他們能吃苦耐勞，有理想，能完

成不可能的任務，真是難能可貴，證明他們不是草莓族，這種精神也值得其他年輕人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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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支亞干遺址 文化局推志工培力計畫盼共好
最新更新：2020/08/03 17:51

花蓮縣萬榮鄉西林村內有一處「支亞干遺址」，這是全國最大的史前玉器製作的遺址，花蓮縣文化局盼
以志工培力計畫，讓在地族人更了解文化價值，達到共識、共好、共管的機制。圖為支亞干遺址核心
區。（花蓮縣文化局提供）中央社記者李先鳳傳真　109年8月3日

（中央社記者李先鳳花蓮縣3日電）花蓮萬榮鄉西林村內有一處「支亞干遺址」，這

是全國最大的史前玉器製作的遺址，花蓮縣文化局盼以志工培力計畫，讓在地族人能

更了解文化價值，達到共識、共好、共管的機制。

「支亞干遺址」當地族人稱為Takaday的山腹地，因考古遺址地表遍布玉石廢料，早

在1929年就被日本博物學者鹿野忠雄發現，歷年來獲台灣考古學界重視，花蓮縣政

府於2010年指定為縣定考古遺址。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cu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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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文化局今天表示，由於起初學術界進行研究分析及公部門採取行政程序的遺址

認定過程時，因未與在地居民充分溝通，加上當時諮詢原住民部落的相關法案尚未完

備，導致長年來族人反彈聲浪不斷。

3年前支亞干部落會議決議，文化局應將收藏的文物於部落公開展示，讓居民享有認

識遺址遺物的權利，經過數次會議，部落也多次提出「土地自主、遺址共管」等聲

音。

此外，許多居民表示不知道遺址是什麼，不清楚官方的研究調查究竟為何。因此為促

進遺址自主管理的可能性，花蓮縣文化局與西林社區發展協會共同舉辦培訓課程，使

部落能逐步認識土地下的遺址文化內涵，進一步思考部落與遺址未來的可能性。

花蓮縣文化局指出，8月1、2日兩天分別安排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鍾

國風、研究生許靜慧等講授相關課程。鍾國風表示：「台灣的史前遺址均屬於台灣原

住民族的祖先，但現代國家教育及社會普遍不重視，導致生活在遺址上的人們對祖先

的歷史與文化感覺疏離；支亞干遺址可能並非太魯閣族的直系祖先，但一定是太魯閣

族祖先的旁系血親。」

根據文化局資料，台灣全島考古遺址出土玉器大多數為台灣閃玉、也就是花蓮的豐田

玉。豐田玉製作的玉器不僅遍布全台、甚至遠達菲律賓與越南的考古遺址。而支亞干

考古遺址則是鄰近豐田玉礦脈露頭處最大的玉作坊考古遺址，這顯示以支亞干考古遺

址為中心的玉器製造、交通與交換體系，具有重要的陸運與海域交流意義。（編輯：

陳俊碩）109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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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支亞干遺址」是鄰近豐田玉礦脈露頭處最大的玉作坊考古遺址，這顯示以支亞干考古遺
址為中心的玉器製造、交通與交換體系，具有重要的陸運與海域交流意義。圖為出土玉器廢
料。（花蓮縣文化局提供）中央社記者李先鳳傳真　109年8月3日

花蓮萬榮鄉西林村內有一處「支亞干遺址」，這是全國最大的史前玉器製作的遺址，歷年來獲
台灣考古學界重視。圖為出土的斧鋤形器。（花蓮縣文化局提供）中央社記者李先鳳傳真　
109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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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首推精神長照 雲林縣擬再設社區

心理衛生中心

2020-08-04 15:36  聯合報  / 記者陳苡葳／雲林縣即時報導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於上月開始試辦精神病人長期照

顧服務中心服務，包括提供個案管理及資源連結、

精神病人長照人員培訓，及社區公共教育等服務；

社區方面也在據點提供共餐、延緩失能 、安全看

成 大醫院斗六分院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中 心今天 正式啟動 ，雲林縣衛生局

擬再於精神疾病盛行率高的海線地區建置社區心理衛生 中 心 。記者陳苡葳／

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xM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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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家屬支持團體輔導諮商及照顧課程。實行滿一

個月後今天正式啟動，盼能透過專業醫療結合社區

資源，讓病人及家屬獲得完善的照顧系統。

精神疾病因背負社會刻板印象，患者要與一般社區

長者在同一據點活動較為困難。雲林縣衛生局舉思

覺失調症患者為例，因該病成因與腦部有關，未來

也可能走向失智的路，因此和失智長者進行活化腦

部的延緩失能活動，有相輔相成益處，是可經精神

科醫師評估風險等級後，轉介與失智據點作結合，

但相對據點需引進專業醫療團隊，並加強社區照顧

人員的應變及訓練。

衛生局指出，急性精神病患一般發作會有自殺意

圖，必須立即送進急診及急性病床觀察治療，逐步

恢復後可能轉到慢性病床，倘若病床不夠也可打一

支針劑返家，加強居家精神治療，有問題隨時與醫

院連繫，或者可考量轉至醫院日間照顧病房。

而慢性精神病患情緒穩定性較高，且按規服藥，作

息、行為和正常人一樣，不需要護送就醫及自傷或

傷人之虞，可先從居家精神治療開始進行，未來逐

漸走出家中後可到社區上課，正常參與社會活動。

根據衛生局調查，雲林縣精神疾病盛行率前幾名以

海線地區為主，前五名分別為台西鄉、東勢鄉、水

林鄉、元長鄉及口湖鄉。衛生局日前已向衛生福利

部提案，爭取於海線地區建置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針對精神病人及疑似個案執行優化品質提升計畫，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2%A3%E8%80%85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A1%9B%E7%94%9F%E5%B1%80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4%B1%E6%99%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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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山海地區精神治療資源，使鄉親皆能獲得完善

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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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社區雙出擊 力推精神長照翻轉刻板

印象

2020-08-04 14:28  聯合報  / 記者陳苡葳／雲林縣即時報導

精神醫療長期照護是中央推動長照2.0政策重要的一

環，根據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資訊統計至今年6月資

料顯示，國內精神照護個案數有2262人。成大醫院

斗六分院今天啟動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中心，也

成 大醫院斗六分院院長吳晉祥（右1）向民眾解說精神病人長期照顧中 心內部

設施及服務。記者陳苡葳／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xMzk=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95%B7%E7%85%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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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社區據點給予病人及家屬支持、喘息等服務，

讓他們減少受到異樣眼光，獲得完善的照顧系統。

精神疾病長期照顧面臨評估工具未符合精神長照需

求、尚未建立完整長照服務體制、精神長照人力資

源待培訓發展、精神病人汙名化、家屬無法得到社

會支持與資源，和入住機構個案老化，家屬拒絕病

人返家等六大窘境。

且經雲林縣衛生局調查，全縣68萬人口中，常見精

神疾病盛行率占14%，嚴重精神疾病盛行率為1%，

其中有5028人領有慢性精神病手冊，但因社會普遍

對精神疾病存有異樣眼光，多數患者是由家人照護

或至慢性精神機構接受治療，無法完整銜接復健及

社會互動，另外還有近4500人是未經診斷、擔心汙

名而正常生活的潛在患者。

「慢性精神病患的長期照顧，不能只強調去機構

化」，雲林縣衛生局長曾春美說，院內「精神與長

期照護部」長年提供包括門診、精神科急慢性，及

日間病房、精神護理之家、精神科居家照護和成癮

門診，透過精神病人長照中心的啟動，也能強化社

區精神醫療追蹤服務，提升民眾對心理衛生議題的

正確認識，翻轉對精神疾病的刻板印象。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長吳晉祥表示，精神病人長照中

心提供個案管理及資源連結、精神病人長照人員培

訓，及社區公共教育等服務，也結合社區據點提供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A1%9B%E7%94%9F%E5%B1%80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2%A3%E8%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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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餐、延緩失能、安全看視、家屬支持團體輔導諮

商及照顧課程，讓患者能從精神機構回到社區。

吳晉祥說，未來患者有就醫困難，精神團隊會提供

居家服務治療，減低再住院率，讓患者在病程發展

過程獲得合適的服務資源。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今天啟動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中心，也

結合社區據點給予病人及家屬支持、喘息等服務。記者陳苡

葳／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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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第一個精神病人長照中心 成大斗六醫院設立
2020-08-04 13:57

雲林縣第一個精神病人長期照顧中心，在成大斗六醫院設立。（記者詹士弘攝）

〔記者詹士弘／雲林報導〕雲林縣第一個精神病人長照顧中心在成大斗六醫院
設立，一週服務時間2天，最多可接納35名個案，希望透過精神病人長期照顧
模式以延緩個案失能，並提供照顧者喘息服務，未來將把示範點成功經驗推廣
到社區中。

成大斗六分院表示，精神病患也會老化，其身心功能退化速度更甚於一般人，
所以政府在推照老人長照服務後，積極推動設置精神病人長照顧中心，要填補
長照最後一個缺口；成大斗六分院配合中央政策，成立雲林第一個精神病人長
期照顧示範中心，將照顧的觸角伸至精神病患者。

成大斗六分院指出，雲林縣約有4500名精神病個案，多散居在社區中，並未
接受醫療照顧，醫院希望把這些人找出來，讓他們接受醫療治療，再至長期照
顧中心接受服務，使個案生活穩定、增加社會參與，延緩失能，並減緩照顧者
的身心壓力負荷，也讓雲林精神醫療的長期照顧服務網絡更加完善。

目前成大斗六精神病人長期照顧中心已服務12名個案，最多約可服務35人，
服務全部免費，個案如想進入接受服務，除可到成大斗六醫院掛精神科，由醫
師轉介外，也可以進入雲林縣衛生局網站，點選長照服務的線上申辦，完成基
本資料填寫後，再填「精神長照」項目，經評估通過後，即可由衛生局轉介到
中心接受服務。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0/08/04/3249334_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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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長期照顧中心服務個案多來自斗六、虎尾及斗南，每週二、四的9點
到16點提供服務。

雲林縣第一個精神病人長期照顧中心，成大斗六醫院設立。（記者詹士弘攝）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0/08/04/3249334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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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oday新聞雲 > 地方 2020年08月04日 12:09

雲林縣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範計畫啟動 普及
均衡長照資源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率先試辦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中心及據點，中心將

提供個案管理及資源連結、精神病人長照人員培訓及社區公共教育等業務。（圖／記者蔡佩旻

翻攝）

記者蔡佩旻／雲林報導

精神病人因疾病慢性化導致功能退化，加上人口老化速度加劇。國立成功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率先試辦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中心及據點，中心將提供

個案管理及資源連結、精神病人長照人員培訓及社區公共教育等業務；據點提供

「共餐活動」、「認知促進，延緩失能」、「安全看視」、「家屬支持團體輔導

諮商」及「家屬照顧課程」等服務。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指出，為普及與均衡地方長照資源服務，設置精神病人長期照

顧服務中心及據點，使慢性精神患者能從慢性精神機構回到社區；倘若慢性精神

患者就醫困難，則由專業精神團隊提供居家服務治療，減低再住院率，讓慢性精

神患者在病程發展過程選擇合適的服務資源。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5%9C%B0%E6%96%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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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民眾普遍對精神疾患存有刻板印象，僅由家人照護或慢性精神機構治療，並無

法完整協助慢性精神病患銜接復健及社會互動，故長照資源使用的推廣及轉介，

對慢性精神病患與社會銜接及復健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雲林縣衛生局長曾春美表示，慢性精神病患的長期照顧不能只強調去機構化，病

人及家屬期盼的是完備的後送社區照顧系統。成大醫院斗六分院具備精神長期照

顧服務經驗，未來除強化社區精神醫療追蹤服務外，將持續提昇民眾對心理衛生

議題之正確認識，導正對精神疾患之刻板觀念，以社區為基礎之精神醫療長期照

護逐步紮根，讓精神病人之健康再造。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說明，據點服務時間是每週二、四的9點至16點，希望新加入

的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模式，能增進個案照護品質，促使個案生活穩定及社會

參與，以延緩失能，同時減緩照顧者的身心壓力負荷，增加家庭和諧與融合，也

讓本縣精神醫療之長期照顧服務網絡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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