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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拜訪南市議會 談外勞政策及紓困
孫宜秋／南市

2020/3/28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中華民

國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一行18人，由

理事長謝銘源領隊，27日下午到臺南

市議會拜訪，議長郭信良及盧崑福議

員一同接見。會談中，雙方就外籍勞

工居留權，以及武漢肺炎疫情衝擊餐

飲等服務業的紓困補助等議題進行意

見交流。

 郭信良議長表示，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的成員都是臺南市各行各業的精英，有漁

產養殖、瓜果種植業，也有餐飲業及建築業的老闆，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勞工

越來越難聘請，本土的勞動力越來越不足。所以他希望大家可以形成共識，共同建

議中央政府提早因應，開放讓外籍勞工可以較容易取得臺灣的居留權，進而願意根

留臺灣，解決缺工的問題。

 鑑於防疫期間，民眾避免進出公共場所，連帶影響到餐飲、旅遊等產業。來訪的

人員就提出，議會是否能督請市府增加對臺南中小企業的補助。對於此節，郭信良

議長表示，目前首要是看中央政策如何規定，以及市府有否按部就班地辦理，再依

成效進行檢討。

 對於臺南市的疫情防治，今日的訪賓都認為，因為臺南市民的積極配合，讓疫情

不至於擴散。但同時，眾人也期許議會能敦促市府再加把勁，對於包含紓困方案在

內的各項施政，可以提升行政效率，讓市民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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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企協訪議會 籲速紓困服務
業

2020-03-28

中華民國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理事長謝銘源二十七日帶領會員拜訪台南

市議會。（記者張淑娟攝）

 記者張淑娟／台南報導

 中華民國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廿七日下午，由理事長謝銘源帶領會員

拜訪台南市議會，議長郭信良及議員盧崑福等一同接見，武肺疫情仍成

談話重點，雙方均認為疫情衝擊餐飲等服務業，亟待紓困補助，另就外

籍勞工居留權等議題交流意見。

 由於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的成員都是台南市各行各業的精英，有漁產

養殖、瓜果種植業，也有餐飲業及建築業的老闆，面對著武肺疫情，會

員們都感受到勞工越來越難請，本土的勞動力越來越不足。對此，郭信

良表示，希望大家可以形成共識，共同建議中央政府提早因應，開放讓

外籍勞工可以較容易取得台灣居留權，進而願意根留台灣，解決缺工問

題。

 此外，防疫期間，民眾避免進出公共場所，但也連帶影響到餐飲、旅

遊等產業，協進會會員就提出，議會是否能請市府增加對台南中小企業

的補助。郭信良表示，目前首要是看中央政策如何規定，以及市府有否

按部就班辦理，再依成效進行檢討。對於台南市的疫情，協進會員們認

為，因市民積極配合，讓疫情不至於擴散，但同時大家也期許議會能敦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4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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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市府再加把勁，對於包含紓困方案在內的各項施政，可提升行政效

率，讓市民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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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企管協進會拜訪南市議會　關注外勞政策及武

肺紓困補助
記者莊漢昌／台南報導  2020-03-27 16:55

中華民國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一行18人，27日由理事長謝銘源領隊拜訪臺南市

議會，議長郭信良及盧崑福議員一同接見。會談中，雙方就外籍勞工居留權，

以及武漢肺炎疫情衝擊餐飲等服務業的紓困補助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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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議長郭信良表示，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的成員都是臺南市各行各業的精英，

有漁產養殖、瓜果種植業，也有餐飲業及建築業的老闆，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

到，勞工越來越難聘請，本土的勞動力越來越不足。所以他希望大家可以形成

共識，共同建議中央政府提早因應，開放讓外籍勞工可以較容易取得臺灣的居

留權，進而願意根留臺灣，解決缺工的問題。

鑑於防疫期間，民眾避免進出公共場所，連帶影響到餐飲、旅遊等產業。來訪

的成大企管協進會的人員就提出，議會是否能督請市府增加對臺南中小企業的

補助。對此，郭信良議長表示，目前首要是看中央政策如何規定，以及市府有

否按部就班地辦理，再依成效進行檢討。

另外，對於臺南市的疫情防治，成大企管協進會也希望市議會能敦促市府再加

把勁，對於包含紓困方案在內的各項施政，可以提升行政效率，讓市民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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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400公尺48秒28 成大傳奇巴洛 破大會紀錄

成功大學巴洛以48秒28打破400公尺大會紀錄。 �（記者陳志曲攝）

比甲組金牌快1秒
驚豔全場

〔記者廖聿偉／台北報導〕成功大學「乙組傳奇」巴洛昨在109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男乙組400公尺決賽，以48秒28打破大會紀錄，

且優於男甲組金牌台師大馮丞毅的49秒21，技驚全場。

來自布吉納法索的巴洛來台之前主攻足球，完全沒有田徑基礎，直到參加成大學校內田徑賽才被發掘，並展現天賦，在2016、2017年全大

運完成一般男子400公尺二連霸；昨巴洛跑出生涯最佳，但他仍不滿意，目標是跑進47秒內。

棄醫學系改念土木工程
中、日、法文流利

巴洛原本就讀醫學系，之後申請到獎學金才到成大轉攻土木工程，現在已念到碩二。來台6年，巴洛的中文已相當流利，還精通法文和日文

等多國語言，他說，「當然希望留在台灣就業，但要拿到國籍很困難，且台灣沒有田徑歸化的前例，未來可能不會朝體育發展。」

布吉納法索與台斷交
獲幫助留台繼續學業

2018年台灣與布吉納法索斷交，讓巴洛相當難過，他說，「台灣對布吉納法索很照顧；斷交後，我的居留證申請變得很繁瑣，限制也變得

更多，還好得到很多人幫助，得以繼續在台灣完成學業。」

讚 2,296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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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乙組傳奇」巴洛破紀錄摘金 讀醫科還會多國語言

國立成功大學巴洛以48.28秒的成績打破大會紀錄，拿下第一名。（記者陳志曲攝）

〔記者廖聿偉／台北報導〕109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田徑「乙組傳奇」巴洛今天在男子乙組400公尺決賽，衝出48秒28的佳績，一

舉打破大會紀錄，並拿下金牌。

同時此成績比甲組冠軍，台灣師範大學馮丞毅的49秒21快上近一分秒，驚豔全場。

讚 2,458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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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布吉納法索的巴洛來台之前主攻足球，完全沒有田徑隊經驗。直到參加成功大學校內的田徑賽才被發掘，逐漸展現天賦，並在2016、

17年完成全大運一般男子400公尺二連霸，2018因傷缺賽，去年又再度稱霸；昨跑出生涯最佳成績，但他仍不滿意，目標是跑進47秒內。

109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大專男乙組400公尺決賽在台北田徑場舉行，國立成功大學巴洛（左）以48.28秒的成績打破大會紀錄，拿

下第一名。（記者陳志曲攝）

文武雙全的巴洛在布吉納法索就讀醫學系，之後申請到獎學金，才到成大就讀土木工程，現在已念到碩二。來台6年，巴洛的中文已相當流

利，還精通法文和日文等多國語言。

布吉納法索3月初才出現首位武漢肺炎病患，但近2週確診數量暴增，甚至連內政部長也中鏢。

巴洛表示，「目前台灣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覺得很安心。但非常擔心父母的健康，甚至有想過要寄口罩、酒精回去，每天一定都會通電

話關心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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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人生>誓成律師…梁家瑜
有著狼性的決心

2020-03-29

有兩個稚齡孩子，還是忙碌的職業婦女，但36歲的梁家瑜不放棄追夢、

善用零碎時間唸書，不但通過律師特考，九月又將成為成大法律研究所

在職專班新鮮人。（梁家瑜提供）

 有兩個稚齡孩子，還是忙碌的職業婦女，但36歲的梁家瑜不放棄追

夢、善用零碎時間念書，不但通過律師特考，9月又將成為成大法律研

究所在職專班新鮮人。她說自己學歷平凡、家世普通，但有著「狼性的

決心」，未來希望成為替婦幼、弱勢伸張正義的「梁律師」。 

 和一般法律名校畢業生不同，梁家瑜的求學之路不算順遂，雖然從小

就有律師夢，但因為家庭因素沒有升學高中，而是直接就讀專校攻讀商

科，而且一路走來全靠半工半讀、自給自足，舉凡餐廳服務生、超商店

員、泡沫紅茶店店員、手工等，只要能養活自己的工作她都做。

 少年的艱辛及磨練，造就她的毅力，更讓她堅信只要努力就能圓夢。

她先是插大考上銘傳大學法律系，隨後畢業於南台科大財法所，並至台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4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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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方法院擔任法官助理。

 有了穩定工作的梁家瑜，在102年結婚，103年大女兒呱呱落地，家庭

幸福美滿看似往「人生勝利組」目標邁進，然而法官助理工作讓梁家瑜

看盡人生百態，也發現弱勢民眾的無助，因此更加堅定要成為律師的決

心。

 只是職業婦女加上媽媽、老婆的多重身分，想要心無旁鶩準備律師特

考談何容易，但梁家瑜不輕言放棄。她利用通勤新營搭火車的零散時間

念書，晚上等孩子入睡後再挑燈夜戰。而親愛的老公和公公、婆婆更是

全力幫忙家務及帶孩子，全家總動員讓她假日也能抽空坐在書桌前苦

讀。

 就這樣懷著老二、挺著大肚子的梁家瑜一試再試後，終於成為梁律

師，但追夢之路未就此打住，小女兒才9個月大時她又通過成大法研所

考試。

 由於走過艱辛，梁家瑜未來希望能夠濟弱扶貧，還為此特地北上請教

曾任法官的律師前輩郭吉仁。她說執業只是個開始，會提醒自己莫忘初

衷，要做一個能夠真正助人的律師！

（記者吳孟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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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新化分局創先例 無人機運送防疫物資

全台灣居家檢疫跟隔離的人數越來越多，台南新化分局創全台警界首例，提早部署，用無人

機把防疫物資送到民眾手上。台南市消防局也在成大醫院的協助之下，設置戰疫防護罩，讓

消防救護人員在運送懷疑案例的時候，多一層保護。

面對意識不清傷患，進行運送演練，消防隊員必備護目鏡、口罩等標準裝備以外，台南市消

防局在成大醫院醫師協助下，設計出戰疫防護罩，提升專責救護分隊勤務安全。台南市消防

局和緯專責救護隊員楊順翔說：「兩個鐵架跟一個塑膠的透明布去構成，我們主要構思是要

方便消毒、方便安裝跟方便拆卸。」

利用鐵架和塑膠膜，將發燒、有呼吸道症狀等病患隔離在內，減少救護出勤和疑似個案接

觸，同時也制定出消毒清洗流程，由專責分隊試辦評估使用效益。

而新化分局更是創警界首例，模擬警局異地辦公，由通過無人機操作證預考的員警，在沒有

隔離衣的情況下，運送口罩等防疫物資。台南市新化分局副分局長吳順發表示：「這些防抗

疫的物資包括有口罩還有酒精，還有耳溫槍部分，以免人與人，民眾與民眾再第二次傳

染。」

避免業務因疫情擴大，無法順利運作，無人機運送物資已預先部署完成，一公里範圍內都能

送達，警方將協助相關單位，將防疫物資送給居家檢疫民眾。

李淑蘭 孟昭權 台南報導

2 0 2 0年3月2 9日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kGdhMGLzUG8&feature=emb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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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新冠肺炎疫情升溫 台南消防局設計戰疫防護

罩備戰

2020-03-28 19:17  聯合報  / 記者邵心杰／台南即時報導

分享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 台南市消防局在 成 大醫院醫師協助下 ，設計出戰疫型防護罩，期望能

提升救護出勤同仁的安全性。記者邵心杰／翻攝

讚 1,163 分享

影／新冠肺炎疫情升溫 台南消防局設計戰疫防護罩備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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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發燒，台南市府消防局完成外勤防護裝備穿脫訓

練，緊急採購相關防疫物資，並規畫8個專屬隔離駐地及成立4

個專責載送分隊全面備戰，在成大醫院醫師協助下，設計出戰

疫型防護罩，期能提升救護出勤同仁的安全性。

消防局指出，在成大醫院急診部醫師方品惠協助下，台南市高

級救護技術員楊順翔、黃國典、黃振彬及楊淑雅共同設計出戰

疫型防護罩，可將發燒、呼吸道感染症狀或疑似新冠肺炎患者

置在防護罩內，減低同仁接觸的風險。

楊順翔等人指出，戰疫型防護罩是以輕便雨衣和保鮮膜的概念

為發想，參與設計者都是在此次疫期中擔任第一線防疫的人

員。因一次性的使用可減少細菌病毒殘留，目前已制定此防護

罩的使用流程及清洗步驟，消防局已擇定4個防疫載送隊及8個

專責救護隊試辦使用，評估其效益。

消防局指出，面對疫情急速升溫的狀況下，防護裝備除N95口

罩、全面罩、手套和防水隔離衣是屬於標準裝備外，此戰疫型

防護罩是防疫人員在防護裝備的另類選擇。

消防局長李明峯說，在這個「傳播速度快，病毒傳播力有所增

強」的危險公衛事件中，如果沒有做出適當因應的對策，可能

將對參與第一線防疫的緊急救護人員產生不利影響，所以盡量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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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同仁接觸疑似感染病患及加強落實自我防疫防護措施，變

得相當重要。

戰疫型防護罩可將發燒、呼吸道感染症狀或疑似新冠肺炎患者置在防護罩

內，減低消防救護人員接觸的風險。記者邵心杰／翻攝

戰疫型防護罩是以輕便雨衣和保鮮膜的概念為發想，因一次性的使用可減

少細菌病毒殘留。記者邵心杰／翻攝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6%B0%E5%86%A0%E8%82%BA%E7%82%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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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升溫！　台南消防局「戰疫型防護罩」

記者 徐慧珠 / 攝影 顧守昌 李讚盛 報導
2020/03/29 11:53   小 中 大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消防局的救護人員站在第一線，比醫生更早接觸
到可能的病患，真的是高風險！台南市消防局第一線防疫人員就在成
大醫師的協助下，設計出「戰疫型防護罩」，以輕便雨衣的概念，利
用支架及透明塑膠布，將高風險病患隔離，期盼提升救護人員出勤的
安全性。

救護人員vs.病患扮演者：「先生！先生！學長OHCA喔！準備
CPR！」

搶救演練，對於失去呼吸心跳的病患，給予電擊，利用自動心肺復甦
機進行按壓之外，救護人員還在他的頭部兩側，擺設支架。

圖／TVBS

https://news.tvbs.com.tw/news/searchresult/news?search_text=%E5%BE%90%E6%85%A7%E7%8F%A0
https://news.tvbs.com.tw/news/searchresult/news?search_text=%E9%A1%A7%E5%AE%88%E6%98%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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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人員：「三、四、五、六，等一下給你夾夾子。」

兩人分工合作，終於架設好「戰疫型防護罩」，順利把病患送上車，
透明塑膠罩整個把病患的上半身給罩住，大大降低救護人員的感染風
險。

台南消防局救護科隊員陳冠傑：「又怕感染，但是我們不得不對患者
做處置的時候，就想說我們就降低這種飛沫傳染的機會，可是我們
(到)院前又不可能在車上設計一套負壓隔離的東西。」

圖／TVBS

圖／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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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由第一線防疫人員與成大醫師發想設計出來的「戰疫型防護
罩」，拿來針對發燒、有呼吸道感染症狀，或疑似新冠肺炎患者短期
載送使用，一套成本不到4百元，目前已經設置12套，提供給8個專屬
隔離駐地及4個專責載送分隊全面備戰。

台南消防局救護科隊員陳冠傑：「這個組裝還蠻容易的啊，耗材也不
會很貴，自己去找廠商然後幫忙來做壓模，成本大概3、4百元而
已。」

「戰疫型防護罩」，以輕便雨衣和保鮮膜的概念為發想，提升防備，
期盼保護第一線急救人員的安全。

更新時間：2020/03/29 13:56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JI1qwVSinL4&feature=emb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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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出勤安全性 台南消防局研發「戰疫防護罩」

肺炎疫情發燒，消防人員出勤救護壓力很大，台南市消防局透過成大醫院急診室醫師協

助，發展出一套局外勤防護裝備，來看看簡易防護設備訓練情形。

這是台南消防局出勤演練，這個簡易的「戰疫型防護罩」可以提升救護出勤同仁的安全

性，可將發燒、呼吸道感染症狀，或是疑似新冠肺炎患者，隔離在防護罩內，減低同仁

救護人員被感染的風險。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gA9mwox5Yk&feature=emb_logo

https://www.ftvnew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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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推智造平台 成大資策會扮推手

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106年起開始推動智慧製造產業聚落平台，以投
資引進及建⽴基礎服務平台為策略主軸，且能量及效益逐漸展現。

去（108）年度開始，在國⽴成功⼤學產業永續發展中⼼與資策會地⽅創⽣服
務處攜⼿組成服務團隊，深⼊盤點南科區內廠商⾃動化的需求，鏈結相關部
會能量，有策略的輔導區內廠商進⾏⾃動化升級及轉型，同時強化3D列印群
聚平台，建⽴產業聚落，更利⽤⼈才培訓、產業推動的內化效益，強化區內
廠商智慧化發展的能量，加上南科⾃⾝的補助資源挹注下，帶動南科智慧製
造推動進⼊新的⾥程。

迄今，南科研發補助計畫共核定24件，核定補助⾦額0.58億元。透過計畫執
⾏，共有16家學研機構參與計畫執⾏，引進學術⼒量，帶動產學合作資源整
合。

2020-03-30 09:16 經濟日報 李福忠

讚 0 分享 Y ⽤LINE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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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倦還剩下黑眼圈 1
發表 2020-03-27 19:53:44

大學網討論區

跟中文所差在哪？成大台文所其實很不一
樣！

記者吳雨晴／台北報導

第一次看見「台文所」三個字時，大多數人或許心裡都會浮現
疑惑，這跟中文所一樣嗎？台文所就是在學台語的地方嗎？而
這些問題的答案，其實都是否定的，台文所不但不只是學台語
的地方，也跟中文所很不一樣！

成大台文所教學目標

身為全台首屈一指的台文所，本所的教學目標主要有以下兩
項：建立學生以台灣為主體所創造的文學、文化、語言相關美
學再現形式的深刻認知與研究能力；培養區域、跨國及跨領域
比較的研究能力。

本所擁有台南府城的特殊環境，加上堅強的師資，期待能以提
升台灣文學學術水準、落實本土語文教育改革、協助台灣文學
生態良性發展為目標。

文字放大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zone/university/discussUserDetail.asp?id=35340765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zone/university/discussUserDetail.asp?id=35340765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zone/university/discuss.asp?cat=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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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台文所課程規劃

本所學生的畢業學分須達39學分以上，包括：專業必修課程3學
分、專業選修課程至少30學分以上、碩士論文6學分，另外還有
第一類、第二類語言能力認定。

而本所在發展特色方面，共有三項：一是開設台灣語文特色課
程、規劃中等學校台語師資教育學程；二是配合新南向政策，
開設台灣與東南亞人文比較相關課程；三是結合在地化與國際
化，與各國大學亞洲研究相關科系交流合作。

研究所指南 學校教什麼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zone/University/discussSearch.asp?act=search&q=%E7%A0%94%E7%A9%B6%E6%89%80%E6%8C%87%E5%8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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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床上還在寫作 郭漢辰55歲辭世

2020-03-30 01:09  聯合報  / 記者陳弘逸、王慧瑛／連線報導

作家郭漢辰兼擅散文、小說與報導文學，一生創作不輟，著作

逾30本。他在病床上仍惦念著稿子，口述由妻子代打字，「不

知怎麼了，世界就停止了，人們忙著恐懼、忙著囤積物資，連

我的世界都停止了.......」當晚在睡夢中安詳辭世，簡單卻有力

量的幾句話成了遺作。

分享

活躍文學舞台數十載， 作 家郭漢辰2 5 日凌晨不敵病魔， 平靜離開 人世。  圖／郭漢辰家屬

提供

讚 1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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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漢辰是成大台灣文學碩士，曾任民生報駐屏東記者，能拍能

寫，14年前離開報業後，成為專職作家，浸淫在文學天地。他

獨生女、現就讀大一的尚恩談到「老爸為了文學夢四處奔波，

從沒抱怨過這條路的艱辛」，住院時仍掛心哪一篇文章還沒

交，即使身體正和病魔大對決，心還是向著文學，為創作而

活。

一篇篇嘔心瀝血的書籍扉頁，記錄著郭漢辰的文學生命，也是

留給家人最好的紀念。尚恩寫給父親的文章中提到「如果我想

念你的時候，我可以讀你的文章，可以提筆將你寫下」，父女

情深。

與郭漢辰私交甚篤的作家劉克襄在臉書懷念好友，談到去年合

作南迴線藍皮普通車的鐵道文化之旅，有許多深刻互動，「以

後搭南迴線，每一回都會想起他」。

郭漢辰妻子談到，丈夫受肝病所苦，近年身體走下坡，對創作

的熱情與堅持從未動搖，除寫書、辦文學營，去年一手打造的

老屋書店「永勝5號」開張，為作家張曉風舊居賦予新生命，

成為推廣文學、閱讀的基地，也是他對家鄉的一分使命。

郭漢辰將生病的苦痛轉化輝映於文字，滿載巨大的創作能量，

家人看在眼裡，擔心他身體吃不消，卻也全心全意支持。

郭妻說，3月24日夜裡，丈夫躺在病床，虛弱卻從容地念著他

的即興創作，對生命的直覺，用最不經意的方式呈現，卻直指

人心，那是兩人最後的相處時光，陪伴丈夫寫到生命的最後一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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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凌晨，郭漢辰像沉睡般辭世，得年55歲。郭妻說，雖然內

心不捨，總想起丈夫寫過的兩句詩：「且等風姿翩然，你，婀

娜迎來」，相信丈夫無拘無束地旅行去了。

「他從學生時代就有文青魂，始終沒變！」一名昔日世新專科

學校同窗憶起郭漢辰，最深刻印象是他沉穩、內斂性格，話不

多卻有才氣，深厚的人文關懷在文學領域發揮得淋漓盡致，他

短暫的一生，凝結在最爛燦的那一刻。

同窗也致輓聯「漢子真情，大武山下文星殞；辰光唏噓，高屏

溪畔千古吟。」以誌他在文學未竟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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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大腦皮質退化 男罹罕見失智
症

2020-03-28

 成醫失智症中心主任白明奇（前排左三）主持的亞洲區後大腦皮質退

化症研究團隊。（記者葉進耀翻攝）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59歲邱先生是市場菜販，妻子發現他常找不到並拿取客人要的菜，且

生活自主性逐日減降。後來輾轉到成大醫院失智症特別門診就醫，診斷

為「後大腦皮質退化症」，為提升其生活功能，目前正在復健部接受職

能治療中。

 成大醫院失智症中心及共照中心主任白明奇教授表示，有一型失智症

的初期症狀以視覺空間障礙為主，患者有「看得見，摸不到」的問題，

若干年後陸續出現記憶、語言、執行功能等障礙才被確認，這是失智症

中較為罕見的「後大腦皮質退化症」。這種罕見失智症發病年紀集中在

55-65歲之間，算是早發型失智症，主要症狀是視覺空間的知覺障礙，

病人看得到眼前的東西，卻摸不著，不能穿衣、眼神總是空洞、閱讀時

文字會跳行；如果病人的職業仰賴視空間感知能力，如水電工、護理師

或需要大量閱讀者，即使是很輕微的症狀也會影響日常生活。

 白明奇指出，後大腦皮質退化症的病人通常會先找眼科醫師，但視力

檢查結果卻全部正常，很久以後才會到神經科門診，透過病史詢問、生

物標記及影像檢查，才確認診斷。此症最常見的病因，有阿茲海默症、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4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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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比症（即慣稱路易體失智）、皮質基底核退化症及庫賈症。後大腦皮

質退化症的除了藥物治療外，非藥物的職能治療介入可提供家屬作另外

一種選擇。

 成醫復健部職能治療師徐秀雲說，針對案例邱先生安排了認知治療，

包含教導使用視覺掃描與視覺識別策略增加視覺空間感知能力，或進行

各種二度與三度空間的組裝活動，如擺放火柴棒與積木等活動來改善視

覺空間操作能力。經職能治療介入後，除維持其視覺感受、視覺空間操

作能力外，基本日常活動也可獨立完成，已可回到市場協助賣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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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看得⾒卻摸不到！？ 原來是早發型失智「⼤腦⽪質退
化症」作祟

▲成⼤醫院失智症中⼼主任⽩明奇指出，成⼤醫院失智症中⼼提供對失智症患者最好的照

護，給予家屬最好的建議，提升醫療品質為最終⽬標。（圖／記者林悅翻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有⼀型失智症的初期症狀以視覺空間障礙為主，患者有「看得⾒卻摸不到」的問題，若⼲

年後就會陸續出現記憶、語⾔、執⾏功能等障礙才被確認，成⼤醫院失智症中⼼暨共照中

⼼主任⽩明奇教授表⽰，這是失智症中較為罕⾒的「後⼤腦⽪質退化症」。

擔任亞洲區後⼤腦⽪質退化症研究總主持⼈的成⼤醫院失智症中⼼暨共照中⼼主任⽩明奇

教授表⽰，2019年底在成功⼤學召開的主持⼈會議中，⼤家⼀致認為應該在各國加強宣導

「後⼤腦⽪質退化症」，提升⼤眾的認知，減少家屬不必要的焦慮並得到正確的治療⽅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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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奇主任表⽰，去年12⽉亞洲區後⼤腦⽪質退化症研究主持⼈會議，有包括⽇本、新加

坡、泰國及台灣的神經科醫師參加，研究⼩組分析６３例個案，平均發病年齡為59.7歲，

將近8成在65歲前發病，其中有許多臨床特徵與⻄⽅國家不同，例如亞洲病⼈有較多的記

憶障礙、⾼齡病⼈較多為雷⽐症等。

⽩明奇主任說明指出，這種罕⾒失智症發病年紀集中在55⾄65歲之間，算是早發型失智

症，主要症狀是視覺空間的知覺障礙，病⼈看得到眼前的東⻄，卻摸不著，不能穿⾐、眼

神總是空洞、閱讀時⽂字會跳⾏；如果病⼈的職業仰賴視空間感知能⼒，例如⽔電⼯、護

理師或需要⼤量閱讀者，即使是很輕微的症狀也會影響⽇常⽣活。

這型病⼈通常會先找眼科醫師，但視⼒檢查結果卻全部正常，很久以後才會到神經科⾨

診，透過病史詢問、⽣物標記及影像檢查，才確認診斷。後⼤腦⽪質退化症最常⾒的病

因，有阿茲海默症、雷⽐症（即慣稱路易體失智，依照德⽂發⾳，雷⽐症較為正確）、⽪

質基底核退化症及庫賈症。

⽩明奇主任舉案例說明指出，1名59歲邱先⽣原為市場菜販，妻⼦發現他常常無法找到並

拿取客⼈購買的物品，且⽣活⾃主性逐⽇減損。輾轉到成⼤醫院失智症特別⾨診就醫，依

據其臨床表現與影像等檢查，診斷為後⼤腦⽪質退化症，為提升其⽣活功能，⽩明奇主任

轉介病⼈⾄復健部接受職能治療。

復健部徐秀雲職能治療師表⽰，針對邱先⽣安排了認知治療，包含教導個案使⽤視覺掃描

與視覺識別策略增加視覺空間感知能⼒，或進⾏各種⼆度與三度空間的組裝活動，如擺放

⽕柴棒與積⽊等活動來改善視覺空間操作能⼒。經職能治療介⼊後，除維持其視覺感受、

視覺空間操作能⼒外，基本⽇常活動也可獨⽴完成；並透過對家屬的衛教，邱先⽣也能回

到市場協助蔬菜販售，以維持社會參與能⼒。同樣的，透過治療活動與⽣活安排，職能治

療對另1名72歲王先⽣的症狀與功能維持也達顯著效果。

⽩明奇主任表⽰，此症的藥物治療與對應的退化性失智症準則相同，有部分的病⼈會出現

較多的副作⽤，原因有待進⼀步研究。⾮藥物的職能治療介⼊，則可以提供家屬另外⼀種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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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奇主任說，成⽴9年的成⼤醫院失智症中⼼，是台灣第⼀個國家級的失智症中⼼，以個

案整合性醫療照護為⽬標，透過定期舉⾏教育訓練課程與學術研討活動、失智症相關臨床

研究、個案病例討論會，以此提升失智症照護品質，並連續３年榮獲國家品質標章認證；

2015年起並承接衛⽣福利部「失智照護服務計畫－失智共照中⼼」，串聯台南市社會局⻑

期照顧管理中⼼、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及⻑照2.0，給予個案更全⾯的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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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精準防癌高峰論壇／雞尾酒化療 膽道癌與

胰臟癌患者現生機

2020-03-29 23:55  聯合報  / 記者鄧桂芬／台北即時報導

晚期胰臟癌因死亡率高，被稱為「癌王」；膽道癌雖然少見，

也因早期難發現且惡化迅速，殺傷力強。這兩種惡癌可被擊敗

嗎？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利用全身性雞尾酒化療，有效

分享

8

2 0 2 0精準防癌高峰論壇昨天 在 台 大集思國際會議廳舉行 ，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姜乃榕演說。記者季相儒／攝影

讚 2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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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胰臟癌和膽道癌腫瘤，提高病人存活率，呼籲病患勇敢接

受化療，就有機會打敗「癌王」。

國衛院癌症研究所所長陳立宗表示，胰臟癌沒有好的篩檢工

具，早期也無明顯症狀，症狀出現時，醫師和病人警覺性低，

鑑別診斷就慢一步，以致確診多晚期，五年存活率低於百分之

十。治療上，因晚期病人多，不適用局部治療的外科手術或放

療，仍以毒殺性化療為依歸，不少癌友聞化療而色變，憂心各

種副作用。

陳立宗強調，胰臟癌目前有幾組不錯的全身化療藥物處方，臨

床證實，能讓腫瘤縮小率達四成，穩定率達三成，中位數存活

期達十二個月。他的病人利用這樣的方式治療，縮小病灶後再

切除，預後至今不錯。

國衛院癌研所主治醫師暨成大醫院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姜乃榕

說，治療膽道癌，過去僅三到四成患者能開刀治療。為了找到

更好的治療策略，國衛院癌研所利用現有化療藥物排列組合，

開發出雞尾酒化療，發現能有效縮小膽道腫瘤，增加接受手術

的機會。

國衛院目前也有合併標靶或免疫治療的臨床試驗進行中，姜乃

榕鼓勵癌友，應積極嘗試臨床試驗、接受新的治療方法，就有

機會看見一線生機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5%AB%E7%98%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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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精準防癌高峰論壇昨天上午在台大集思國際會議廳舉行，國立成功

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陳立宗演說。記者季相儒／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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