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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大運6賽事閉幕 成大交棒國體
2021-10-06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左）將全大運會旗交接給下一屆承辦學校國立體育大學的校長邱炳坤
（右），中為體育署副署長洪志昌。（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復辦的六項賽事順利結束，五日下午在成功大學光復田徑場舉行熄聖火與交旗儀式，由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將大會會旗，交接給

下一屆承辦學校國立體育大學的校長邱炳坤，與各校運動員相約明年桃園再見。

體育署副署長洪志昌表示，因疫情而一度中斷舉辦的全大運，歷經一百四十天中場休息順利復辦，這也是東京奧運之後，台灣首場大型運動賽事，包

括舉重女神郭婞淳、黃金右臂鄭兆村、跨欄女神謝喜恩、向俊賢、謝昀庭、陳柏任等奧運國手奪金，再寫賽事精彩紀錄。其中共有十項十四人次破全

國紀錄，以及三十六項七十四人次破大會紀錄，共頒出三百五十一面獎牌。

一一０全大運共十八個競賽種類，賽事期間共有一萬四千七百多人次參賽，其中游泳、桌球、跆拳道、擊劍、拳擊種賽事於五月十五日完賽，十月成

大復辦田徑、羽球、網球、射箭、舉重、橄欖球六項賽事。體操、柔道、空手道、軟式網球、角力、木球交由大專體總各單項運動委員會在十二月底

前陸續舉辦。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成大去年責無旁貸地接下全大運會旗，史無前例遇上疫情停辦後復辦，過程中遭遇種種困難，但成大團隊沒有放棄，攜手堅定

完成這份光榮使命，也感謝各界的支持，共同締造了精彩的一一０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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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大運今落幕 國體大明年接棒

2021/10/05 18:21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落幕，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左）在教育部體育署副署長洪志昌見證下，
將會旗交棒給下一屆承辦的國立體育大學校長邱炳坤。（記者劉婉君攝）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於5月時因疫情而停辦，10月1日復辦6項賽事

後，今天圓滿落幕，下午並由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交棒給下一屆承辦學校，由國立體育大學校長

邱炳坤接下會旗。

全大運今天下午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田徑場舉行熄聖火與交旗儀式，教育部體育署副署長洪志昌到場

見證。

成大表示，今年全大運迄今共有7391位選手參加，參賽人次8457，計有10項14人次破全國紀錄，36

項74人次破大會紀錄，共頒出351面獎牌。後續還有體操、柔道、空手道、軟式網球、角力、木球等

賽事，將交由大專體總各單項運動委員會，於12月底前陸續舉辦。

洪志昌指出，全大運歷經140天的中場休息，10月復辦，是繼東京奧運後，台灣首場大型運動賽事，

包括舉重女神郭婞淳、黃金右臂鄭兆村、跨欄女神謝喜恩、向俊賢、謝昀庭、陳柏任等奧運國手紛紛

奪金，再寫賽事精彩紀錄。

洪志昌也與蘇慧貞、邱炳坤等人，和各校運動員相約明年桃園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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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復辦全大運圓滿落幕 國體大明年全大運接棒

大成報／于郁金 2021.10.05 18:33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復辦為期5天6項賽事圓滿

落幕，今(5)日下午在國立成功大學光復田徑場舉行熄聖火與交旗儀式；教育部體育署

洪志昌副署長、國立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以及全大運下一屆承辦學校國立體育大學邱

炳坤校長出席與會。  

 

體育署洪志昌副署長表示，歷經140天中場休息，110全大運是繼東京奧運後，臺灣首

場大型運動賽事，包括舉重女神郭婞淳、黃金右臂鄭兆村、跨欄女神謝喜恩、向俊賢、

謝昀庭、陳柏任等奧運國手紛紛奪金，再寫賽事精彩紀錄；共有11項15人次破全國紀

錄，以及37項75人次破大會紀錄，共頒出351面金牌。  

 

7,391位選手、2,206位裁判、教練等，賽事期間創下14,770參賽人次；每一位選手熱

情備戰、放手拚搏以及挑戰極限的無畏態度，是對榮耀極力爭取，也展現對成功的強烈

追求；150所大學運動好手用精彩表現為賽會畫下句點的同時，洪志昌副署長宣布110

年全大運圓滿成功，並由蘇慧貞校長將大會會旗交接給111年全大運承辦學校國立體育

大學邱炳坤校長，與各校運動員相約明年桃園再見。  

 

110全大運有田徑、游泳、體操、桌球、羽球、網球、柔道、跆拳道、射箭、擊劍、舉

重、射擊、空手道、橄欖球、軟式網球、角力、木球共18個競賽種類；其中，游泳、

桌球、跆拳道、擊劍、拳擊5種賽事於110年5月15日完賽；110年10月成大復辦6種賽

事，包含：田徑、羽球、網球、射箭、舉重、橄欖球；體操、柔道、空手道、軟式網

球、角力、木球交由大專體總各單項運動委員會在12月底前陸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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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表示，身為一所在臺南古都的國立大學，成大以對文化與責任的尊重與守諾，自1

09年11月4日責無旁貸地接下全大運會旗，歷經336天日夜更替，全大運史無前例遇上

疫情停辦後復辦，無論遭遇多少困難，成大團隊每一位同仁沒有放棄，共同一一挺過，

攜手堅定完成這份光榮使命。  

 

努力不懈，永不放棄的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重回主場。蘇慧貞校長表示，一場

大型賽事成功，需要公部門、所有參與學校及民眾、社會各界熱情支持與參與，才能讓

整個活動盡善盡美、順利圓滿；誠摯感謝各界支持，共同締造了不一樣的、精彩的、令

人感動的110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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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復辦全大運圓滿落幕 明年全大運國體大接棒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復辦為期5天6項賽事圓滿落

幕，今(5)日下午在國立成功大學光復田徑場舉行熄聖火與交旗儀式；教育部體育署洪

志昌副署長、國立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以及全大運下一屆承辦學校國立體育大學邱

炳坤校長出席與會。

體育署洪志昌副署長表示，歷經140天中場休息，110全大運是繼東京奧運後，臺灣首

場大型運動賽事，包括舉重女神郭婞淳、黃金右臂鄭兆村、跨欄女神謝喜恩、向俊

賢、謝昀庭、陳柏任等奧運國手紛紛奪金，再寫賽事精彩紀錄；共有11項15人次破全

國紀錄，以及37項75人次破大會紀錄，共頒出351面金牌。
 

7,391位選手、2,206位裁判、教練等，賽事期間創下14,770參賽人次；每一位選手熱

情備戰、放手拚搏以及挑戰極限的無畏態度，是對榮耀極力爭取，也展現對成功的強

烈追求；150所大學運動好手用精彩表現為賽會畫下句點的同時，洪志昌副署長宣布

110年全大運圓滿成功，並由蘇慧貞校長將大會會旗交接給111年全大運承辦學校國立

體育大學邱炳坤校長，與各校運動員相約明年桃園再見。

110全大運有田徑、游泳、體操、桌球、羽球、網球、柔道、跆拳道、射箭、擊劍、舉

勁報 2021/10/05 18:31(15小時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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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射擊、空手道、橄欖球、軟式網球、角力、木球共18個競賽種類；其中，游泳、

桌球、跆拳道、擊劍、拳擊5種賽事於110年5月15日完賽；110年10月成大復辦6種賽

事，包含：田徑、羽球、網球、射箭、舉重、橄欖球；體操、柔道、空手道、軟式網

球、角力、木球交由大專體總各單項運動委員會在12月底前陸續舉辦。

校方表示，身為一所在臺南古都的國立大學，成大以對文化與責任的尊重與守諾，自

109年11月4日責無旁貸地接下全大運會旗，歷經336天日夜更替，全大運史無前例遇

上疫情停辦後復辦，無論遭遇多少困難，成大團隊每一位同仁沒有放棄，共同一一挺

過，攜手堅定完成這份光榮使命。

努力不懈，永不放棄的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重回主場。蘇慧貞校長表示，一場

大型賽事成功，需要公部門、所有參與學校及民眾、社會各界熱情支持與參與，才能

讓整個活動盡善盡美、順利圓滿；誠摯感謝各界支持，共同締造了不一樣的、精彩

的、令人感動的110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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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復辦110全大運圓滿落幕 明年由國體大接棒 | 台灣好新
聞 TaiwanHot.net

taiwanhot.net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1-10-06 00:02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復辦為期5天6項賽事圓滿落幕，10/5下午在成功大學光復田徑場
舉行熄聖火與交旗儀式。教育部體育署洪志昌副署長、國立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以及全
大運下一屆承辦學校國立體育大學邱炳坤校長出席與會。

 

洪志昌副署長表示，歷經140天中場休息，110全大運是繼東京奧運後，台灣首場大型運動
賽事，包括舉重女神郭婞淳、黃金右臂鄭兆村、跨欄女神謝喜恩、向俊賢、謝昀庭、陳柏
任等奧運國手紛紛奪金，再寫賽事精彩紀錄，共有11項15人次破全國紀錄，以及37項75人
次破大會紀錄，共頒出351面金牌。

 

7,391位選手、2,206位裁判、教練等，賽事期間創下14,770參賽人次。每一位選手熱情備
戰、放手拚搏以及挑戰極限的無畏態度，是對榮耀極力爭取，也展現對成功的強烈追求。
150所大學運動好手用精彩表現為賽會畫下句點的同時，洪志昌副署長宣布110年全大運圓
滿成功，並由蘇慧貞校長將大會會旗交接給111年全大運承辦學校國立體育大學邱炳坤校
長，與各校運動員相約明年桃園再見。

https://www.taiwanhot.net/?p=97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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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全大運有田徑、游泳、體操、桌球、羽球、網球、柔道、跆拳道、射箭、擊劍、舉重、
射擊、空手道、橄欖球、軟式網球、角力、木球共18個競賽種類。其中，游泳、桌球、跆
拳道、擊劍、拳擊5種賽事於110年5月15日完賽。

 

110年10月成大復辦6種賽事，包含：田徑、羽球、網球、射箭、舉重、橄欖球。體操、柔
道、空手道、軟式網球、角力、木球交由大專體總各單項運動委員會在12月底前陸續舉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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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閉幕 國體大接棒明年全大運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圓滿落幕，5日在成大光復田徑場舉行熄聖火與交旗儀式。（成功大學提供）

 

記者簡明珠／臺北報導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復辦，為期5天6項賽事圓滿落幕，今（5）日下午在國立成功大學光復田徑場舉行熄聖火與交旗儀式。

　教育部體育署副署長洪志昌表示，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歷經140天中場休息，是繼東京奧運後，臺灣首場大型運動賽事；包
括舉重女神郭婞淳、黃金右臂鄭兆村、跨欄女神謝喜恩、向俊賢、謝昀庭、陳柏任等奧運國手紛紛奪金，再寫賽事精采紀錄。共有
10項14人次破全國紀錄，以及36項74人次破大會紀錄，共頒出351面獎牌。

　洪志昌指出，7391位選手、2206位裁判、教練等，賽事期間創下1萬4770參賽人次紀錄。每一位選手熱情備戰、放手拚搏以及挑
戰極限的無畏態度，是對榮耀極力爭取，也展現對成功的強烈追求。150所大學運動好手用精采表現為賽會畫下句點的同時，洪志
昌宣布110年全大運圓滿成功，並由國立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將大會會旗，交接給111年全大運承辦學校國立體育大學邱炳坤校長，
與各校運動員相約明年桃園再見。

　110全大運游泳、桌球、跆拳道、擊劍、拳擊5種賽事於110年5月15日完賽；110年10月成大復辦6種賽事，包含：田徑、羽球、
網球、射箭、舉重、橄欖球；至於體操、柔道、空手道、軟式網球、角力、木球交由大專體總各單項運動委員會在12月底前陸續舉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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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大運／復辦賽事落幕 台體大寫接力空前

11連霸

2021-10-05 17:47  聯合報  / 記者曾思儒／即時報導

去年全大運就寫下 公 開男子組1600 公尺接力10連

霸，台體大接力隊今天在110年全大運壓軸登場的

項目寫下空前11連霸，在特別的復辦全大運完成特

別紀錄。

全 大運明 年由國體大當東道主， 國體大校長邱炳坤（右一）從體育署副署長

洪志昌（中）手中接下 會旗。圖／成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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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5%A8%E5%A4%A7%E9%8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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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體大從100年大運會開始就是公開男1600公尺接

力的不動王者，今年由林建宇、余晨逸、徐孝凡和

楊隆翔組成破紀錄團隊，4人今天以3分13秒28率先

衝線，比摘下銀牌的台師大快超過1秒；台師大以3

分14秒33居次，北市大以3分17秒01獲得銅牌。

台體大女將也摘下女子1600公尺接力金牌，為復辦

的110年全大運田徑賽成完美作結。

110年全大運成史上第一次因疫情停辦又重新舉行

的賽事，從1日復辦田徑、舉重、射箭、橄欖球、羽

球和網球共6種運動，5天賽程共有7391位選手、22

06位裁判和教練等齊聚台南，受限疫情，大會取消

開幕和閉幕典禮。

今天 最後一 天僅剩田徑有賽程， 台體完成 11連霸

後，東道主成大由校長蘇慧貞領軍，舉辦小而巧的

熄聖火儀式，並將會旗交接給明年舉辦學校國立體

大。

尚未舉辦完成的全大運種類包括體操、空手道、柔

道等，將在今年12月前陸續辦理完成。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4%B0%E5%BE%91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8%89%E9%87%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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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大運／成大復辦圓滿落幕 明年國體大接棒
曾博群  ｜2021.10.05

全大運史無前例遇上疫情停辦後復辦，共有11項15人次破全國紀錄，以及37項75人次破大

會紀錄，共頒出351面金牌。圖／體育署提供

【記者曾博群台北報導】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復辦為期5天6項賽事圓滿落幕，

今(5)日下午在國立成功大學光復田徑場舉行熄聖火與交旗儀式。教育部體育署洪志

昌副署長、國立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以及全大運下一屆承辦學校國立體育大學邱炳

坤校長出席與會。 

 

體育署洪志昌副署長表示，歷經140天中場休息，110全大運是繼東京奧運後，台灣

首場大型運動賽事，包括舉重女神郭婞淳、黃金右臂鄭兆村、跨欄女神謝喜恩、向俊

賢、謝昀庭、陳柏任等奧運國手紛紛奪金，再寫賽事精彩紀錄。共有11項15人次破全

國紀錄，以及37項75人次破大會紀錄，共頒出351面金牌。 

 

7391位選手、2206位裁判、教練等，賽事期間創下14770參賽人次。每一位選手熱情

備戰、放手拚搏以及挑戰極限的無畏態度，是對榮耀極力爭取，也展現對成功的強烈

追求。150所大學運動好手用精彩表現為賽會畫下句點的同時，洪志昌副署長宣布

110年全大運圓滿成功，並由蘇慧貞校長將大會會旗交接給111年全大運承辦學校國

立體育大學邱炳坤校長，與各校運動員相約明年桃園再見。 

 

110全大運有田徑、游泳、體操、桌球、羽球、網球、柔道、跆拳道、射箭、擊劍、

舉重、射擊、空手道、橄欖球、軟式網球、角力、木球共18個競賽種類。其中，游

泳、桌球、跆拳道、擊劍、拳擊5種賽事於110年5月15日完賽。110年10月成大復辦6

種賽事，包含：田徑、羽球、網球、射箭、舉重、橄欖球。體操、柔道、空手道、軟

式網球、角力、木球交由大專體總各單項運動委員會在12月底前陸續舉辦。 

 

身為一所在台南古都的國立大學，成大以對文化與責任的尊重與守諾，自109年11月

4日責無旁貸地接下全大運會旗，歷經336天日夜更替，全大運史無前例遇上疫情停辦

後復辦，無論遭遇多少困難，成大團隊的每一位同仁沒有放棄，共同一一挺過，攜手

堅定完成這份光榮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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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不懈，永不放棄的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重回主場，蘇慧貞校長表示，一

場大型賽事的成功，需要公部門、所有參與學校及民眾、社會各界熱情的支持和參

與，才能讓整個活動盡善盡美、順利圓滿。誠摯感謝各界的支持，共同締造了不一樣

的、精彩的、令人感動的110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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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全大運復賽圓滿落幕 明年桃園再見

2021-10-05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全大運 成大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復辦為期5天6項賽事圓滿落幕，教育部體育署洪志昌副署長表示，歷經140天中場休息，
110全大運是繼東京奧運後，台灣首場大型運動賽事，包共有11項15人次破全國紀錄，以及37項75人次破大會紀錄，
共頒出351面金牌。洪志昌副署長宣布110年全大運圓滿成功.
 
並由蘇慧貞校長將大會會旗交接給111年全大運承辦學校國立體育大學邱炳坤校長，與各校運動員相約明年桃園再見。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5%85%A8%E5%A4%A7%E9%81%8B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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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運】⽑孩零⾷滿千免運 ⾺上逛逛

成⼤全⼤運圓滿落幕11項15⼈次破全國 明年國體⼤接棒桃園⾒

▲ 成⼤交接給明年承辦全⼤運的國體⼤。（圖／成⼤提供，下同）

體育中⼼／綜合報導 

110年全國⼤專校院運動會復辦為期5天6項賽事圓滿落幕，今(5)⽇下午在

國⽴成功⼤學光復⽥徑場舉⾏熄聖⽕與交旗儀式。教育部體育署洪志昌副署

⻑、國⽴成功⼤學蘇慧貞校⻑，以及全⼤運下⼀屆承辦學校國⽴體育⼤學邱

炳坤校⻑出席與會。

體育署洪志昌副署⻑表⽰，歷經140天中場休息，110全⼤運是繼東京奧運

後，台灣⾸場⼤型運動賽事，包括舉重⼥神郭婞淳、⿈⾦右臂鄭兆村、跨欄

⼥神謝喜恩、向俊賢、謝昀庭、陳柏任等奧運國⼿紛紛奪⾦，再寫賽事精彩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sports.ettoday.net/
https://ad.ettoday.net/adclick.php?bid=sport_text_1&bannerid=7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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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共有11項15⼈次破全國紀錄，以及37項75⼈次破⼤會紀錄，共頒出

351⾯⾦牌。

7391位選⼿、2206位裁判、教練等，賽事期間創下14770參賽⼈次，150

所⼤學運動好⼿⽤精彩表現為賽會畫下句點的同時，洪志昌副署⻑宣布110

年全⼤運圓滿成功，並由蘇慧貞校⻑將⼤會會旗交接給111年全⼤運承辦學

校國⽴體育⼤學邱炳坤校⻑，與各校運動員相約明年桃園再⾒。

110全⼤運有⽥徑、游泳、體操、桌球、⽻球、網球、柔道、跆拳道、射

箭、擊劍、舉重、射擊、空⼿道、橄欖球、軟式網球、⾓⼒、⽊球共18個

競賽種類。其中，游泳、桌球、跆拳道、擊劍、拳擊5種賽事於110年5⽉

15⽇完賽。

110年10⽉成⼤復辦6種賽事，包含：⽥徑、⽻球、網球、射箭、舉重、橄

欖球。體操、柔道、空⼿道、軟式網球、⾓⼒、⽊球交由⼤專體總各單項運

動委員會在12⽉底前陸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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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5日

成功大學完美交棒國體大 110全大運圓滿落幕 | 地方 |
NOWnews今日新聞

nownews.com/news/5401509

▲成大校長蘇慧貞(左一)將大會會旗交給下一屆全大運承辦學校國體大校長邱炳坤，由體育署副署長洪
志昌(中)見證（圖／記者陳諭申攝，2021,10,05）

記者陳諭申/台南報導

2021-10-05 17:51:08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復辦為期5天6項賽事圓滿落幕，今(5)日下午在國立成功大學光
復田徑場舉行熄聖火與交旗儀式。教育部體育署副署長洪志昌、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
貞，以及下一屆承辦全大運國立體育大學校長邱炳坤皆出席與會。

 

洪志昌表示，110全大運是繼東京奧運後，台灣首場大型運動賽事，包括奧運金牌得主舉重
女神郭婞淳、黃金右臂鄭兆村、跨欄女神謝喜恩、向俊賢、謝昀庭、陳柏任等奧運國手紛
紛奪金，再寫賽事精彩紀錄。共有11項15人次破全國紀錄，以及37項75人次破大會紀錄，
共頒出351面金牌。

 

 

https://www.nownews.com/news/54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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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賽事共有7,391位選手、2,206位裁判、教練等，創下14,770參賽人次。150所大學運動
好手用精彩表現為賽會畫下完美句點。洪志昌宣布110年全大運圓滿成功，並由成大校長蘇
慧貞將大會會旗交接給國立體育大學校長邱炳坤，相約明年桃園見。

 

蘇慧貞表示，成大以對文化與責任的尊重與守諾，自109年11月4日責無旁貸地接下全大運
會旗，歷經336天日夜更替，全大運史無前例遇上疫情停辦後復辦，成大團隊的每一位同仁
沒有放棄，共同一一挺過，攜手堅定完成這份光榮使命。一場大型賽事的成功，需要公部
門、所有參與學校及民眾、社會各界熱情的支持和參與，誠摯感謝各界的支持，共同締造
了不一樣的、精彩的、令人感動的110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110全大運有田徑、游泳、體操、桌球、羽球、網球、柔道、跆拳道、射箭、擊劍、舉重、
射擊、空手道、橄欖球、軟式網球、角力、木球共18個競賽種類。其中，游泳、桌球、跆
拳道、擊劍、拳擊5種賽事於110年5月15日完賽。110年10月成大復辦6種賽事，包含：田
徑、羽球、網球、射箭、舉重、橄欖球。體操、柔道、空手道、軟式網球、角力、木球交
由大專體總各單項運動委員會在12月底前陸續舉辦。

 

 

 



2021/10/6 上午11:57 《全大運》64公尺12 余雅倩女子鏈球破全國達標亞運 - WOWSight

https://wowsight.tw/2021/10/05/《全大運》64公尺12-余雅倩女子鏈球破全國達標亞運/ 1/2

看新聞   綜合  

《全大運》64公尺12 余雅倩女子鏈球破全國達標亞運
  2021 年 10 月 5 日    楊育欣  187 Views    0 Comments  余雅倩, 張銘煌, 田徑, 鏈球    0 min read

第一擲就破全國，田徑女子鏈球選手余雅倩激動不已，衝去場邊擁抱教練張銘煌，差點哭出來。她在成功全大
運田徑女子鏈球投擲四次，都超越前輩黃芝鳳在2005年雲林全運會保持的全國紀錄61公尺54，最後以出色的64
公尺12(第四擲)，締造新猷。

「主要因為壓力很大，一直想達標(杭州亞運參賽標準61公尺50)，然後就剩下全大運跟全運會，兩場可以拚，
所以壓力很大，終於達成了。」余雅倩表示疫情前，狀況調整不錯，但延賽後，一切重新來過，加上賽前腰
傷，壓力大到睡不好，但上場後一擲出去，隨即釋放。

她第一擲62公尺99達標，第二擲62公尺37、第三擲62公尺81，再來第四擲來到64公尺12，這成績順利拿到明年
亞運門票，也達標成都世大運。可望繼黃芝鳳2002釜山亞運後，台灣20年來又一位前進亞運舞台的女子鏈球選
手，而64公尺12的水準，放在過去五屆亞運，都能踏上頒獎台。

22歲余雅倩目前就讀台灣體大碩士班一年級，身高175公分，原本為排球隊，直到國三才轉練田徑鐵餅，高一
在張銘煌的妻子羅嘉鎔建議下，到新北高工專攻鏈球。她苦笑，「一開始滿排斥，不喜歡擲部，因為要把自己
練很壯，大學慢慢成績上來後，才釋懷一點，不然一開始真的滿不喜歡，因為訓練頭很暈，一直轉，可能一天
就要十圈，十組這樣。」

今年二月余雅倩進入國訓中心，接受昔日鉛球名將張銘煌指導，她坦言起初像個小粉絲，「現在跟教練相處，
越來越像朋友一樣。」

https://wowsight.tw/category/news/
https://wowsight.tw/category/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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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銘煌分析余雅倩擁有身材優勢，最難能可貴的天賦，「但她自我要求非常高，這點反而讓我擔心，因為她總
是一直練，變成我要監控她，多注重休息。」

他表示未來目標不侷限明年杭州亞運，主要因為完全沒有國際大賽經驗，所以這階段很重要，站穩腳步後，再
來挑戰奧運殿堂，「鏈球是技術性很高的運動，亞洲選手是很有機會的，她有條件，很希望有機會像我以前當
選手一樣，送出國訓練，更多歷練，跟高強度選手刺激競爭，然後不斷成長。」

余雅倩期許明年踏上亞運頒獎台，「沒有大賽經驗，應該會很緊張吧，但像教練說的，對手她們才要緊張，不
要給自己太大壓力，盡全力去拚。」她盼望向教練看齊，順勢往國際發展，去挑戰。

田徑協會同樣立即奬勵，破紀錄選手獎金五萬元、教練兩萬五千元。

（封面照片/成大提供，圖/楊育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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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雅倩全大運鏈球破全國
2021-10-06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余雅倩在女子鏈球項目刷新全國紀錄。（成大提供）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全大運5日再傳捷報，國立台灣體育大學余雅倩在公開女子組鏈球（4公斤）項目中，以64.12公尺奪金，並打破黃芝鳳在94年全國運動會61.54公

尺的成績，刷新全國紀錄。

余雅倩在去年全大運中，以60.50公尺奪金，躍居全國紀錄第2，也是我國史上第2位60公尺俱樂部成員；在今年的新北市青年盃田徑公開賽公開女

子鏈球決賽，她以61.28公尺封后，再次刷新個人最佳紀錄；這次的全運會，她先以62.99公尺破全國紀錄，又擲出64.12公尺，二度突破全國紀

錄，成為我國女子鏈球第一人。

余雅倩原是芎林國中排球校隊主攻手，國三時在教練建議下改練田徑，她一開始練鐵餅，新北高工一年級時轉攻鏈球，今年成為奧運培訓隊成員。身

高174公分的余雅倩，在教練張銘煌眼中是擲鏈球相當好的身材條件，張銘煌相當看好余雅倩的發展，認為她心態成熟、自我要求高，是繼黃芝鳳後

的可造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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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運／余雅倩鏈球64M12破16年全國 從排斥⽥徑到要去亞運了

▲余雅倩成為⼥⼦鏈球新的全國紀錄保持⼈ 。（圖／記者謝孟儒攝）

記者謝孟儒／台南報導 

110台南全⼤運⽥徑進⼊最後⼀天賽事，在公開⼥⽣組鏈球項⽬，台灣體⼤

余雅倩以64.12公尺傲視強敵，打破2005年由⿈芝鳳所創下的61.54公尺

全國紀錄，同時達標明年世⼤運和亞運，這也是余雅倩第⼀次前進國際賽

事。

余雅倩在今天第⼀擲就是驚天⼀擲的62.99公尺，打破全國紀錄，由於和其

他選⼿的成績落差⼤，讓現場裁判⽼師⼀度也是不敢相信，經過確認確定就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sports.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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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打破全國紀錄，他接著在⼆三擲也都是62.37公尺、62.81公尺的⽔準，

第四擲更是以64.12公尺稱霸摘⾦。

余雅倩在第⼀次擲結束就和教練擁抱，直呼很想哭，「因為只剩下全⼤運跟

全運會這兩場，能夠拼達標，教練就說趕快去達標，壓⼒真的很⼤，現在達

成了就⽐較放⼼，我⼀直很想破⿈芝鳳⽼師的紀錄。」但也坦⾔⼀開始很排

斥鏈球，「不喜歡投擲把⾃⼰練很壯，⽽且⼀開始練習很暈，每天10圈10

組這樣⼀直轉。」

▼余雅倩。（圖／成⼤提供，下同）

余雅倩原本國中是打排球當主攻⼿，到了⾼中才轉練⽥徑，不過⼀開始是練

鐵餅到後來才轉練習鏈球，到了今年2⽉進⼊國訓中⼼，那時候他已經⼤

四，「教練都說有機會進到國訓了，不要輸給外⾯的選⼿，這壓⼒真的超⼤

的，但成績慢慢上來後，我就滿認真在這項⽬上，今天相信⾃⼰可以突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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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包括⻘少年時期都未曾參加過國際賽事的余雅倩，今天順利達標亞運和

世⼤運後，也是他第⼀次的國際賽事，「就很緊張！但是教練都說是他們

（其他選⼿）要緊張，假如我真的贏他們，他們才要緊張，我就是盡全⼒去

拼，教練希望我們往國際去發展。」

⽽從原本排斥⽥徑、排斥擲部，⼀直很愛漂亮的余雅倩笑說，「以前很排斥

深蹲，把⼤腿練得很壯，現在就是看開了，進了國訓之後，現在就是⼀直想

要成績上的突破。」



2021/10/6 下午2:00 全大運余雅倩鏈球 送16年全國紀錄進歷史 | 運動 | 中央社 CNA

https://www.cna.com.tw/news/aspt/202110050172.aspx 1/3

首頁 / 運動

全大運余雅倩鏈球 送16年全國紀錄進歷史
2021/10/5 14:19

（中央社記者黃巧雯台北5日電）台東大學李晴晴昨天在110年全大運跳高決賽以1公

尺87摘金，將蘇瓊月高懸32年的全國紀錄送入歷史；台體大余雅倩今天也在女子鏈

球繳出64公尺12，改寫近16年的全國紀錄。

由成功大學承辦的全大運，田徑場連2天傳出捷報，身高僅168公分的李晴晴，從高

中就以打破全國紀錄為目標，今年3月的青年盃先繳出1.8公尺的成績，隨後3月底全

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再以1公尺81改寫個人紀錄，並在昨天全大運公開女生組跳高

決賽完成夢想。

李晴晴昨天在全大運跳高決賽以1公尺87成績收下金牌，接下來將力拚1公尺90大

關，並期盼能在明年杭州亞運站上頒獎台。

值得一提的是，蘇瓊月在1989年4月台灣區中等學校運動會以1.86公尺，締造女子跳

高紀錄，32年後以裁判身分出席全大運，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另外，台體大女將余雅倩今天在全大運公開女生組鏈球決賽，擲出64公尺12，摘下

金牌，改寫黃芝鳳在2005年全國運動會締造的61公尺54的紀錄，不但成為新全國紀

錄保持人，還確定前進明年杭州亞運。（編輯：屈享平）1101005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sp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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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大運／田徑再破全國！鏈球女將成績連

裁判都驚呆

2021-10-05 12:12  聯合報  / 記者曾思儒／台南即時報導

復辦的110年全大運今天進行田徑最終日賽程，台

體大鏈球女將余雅倩在上午賽程就讓成功大學田徑

場驚呼不斷，她第一擲62公尺99就打破全國紀錄，

第四擲丟出64公尺12再推進紀錄，成績連現場的裁

判都不可置信。

台體大鏈球女將余雅倩（左）改寫全 國紀錄，和教練張銘煌一同留影紀念。

記者曾思儒／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wMDM=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5%A8%E5%A4%A7%E9%81%8B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4%B0%E5%BE%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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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大運田徑場連兩天傳出破全國的好消息，昨天先

有李晴晴打破高懸32年的女子跳高全國紀錄，今天

換余雅倩接棒，她也達到明年杭州亞運標準，讓這

兩天都睡不 好 的她大呼：「壓力一直很大 ，想達

標，終於達成了！」

女子鏈球全國紀錄原本是黃芝鳳94年全運會締造的

61公尺54，她2002年參加釜山亞運也是中華田徑隊

上一度有選手參加亞運女子鏈球項目；余雅倩今年

全大運就是朝亞運參賽標準61公尺50努力，達標幾

乎就是破全國的成績，結果她第一擲就完成設定，

第二擲62公尺37、第三擲62公尺81也都達標，第四

擲更丟出64公尺12，出色成績讓裁判第一時間出現

驚訝表情，現場司儀報告成績後全場更響起熱烈掌

聲。

身高175公分的余雅倩國中打過排球，國三才接受

田徑隊正式訓練，最初先接觸鐵餅，高一才轉練鏈

球；她大學成績逐漸提升，今年2月進入國訓中心，

和教練張銘煌就以杭州亞運為目標，今天達成達標

的初步設定，張銘煌笑說：「我 們目標不 是 在

這！」

曾經不喜歡擲部項目，余雅倩解釋說，擲部選手身

材較壯，本來自己會注重外型，會排斥深蹲不想讓

大腿變太粗，但成績愈來愈好後已經「看開了」，

現在更專注在成績突破，全大運達亞運標已經讓壓

力釋放，兩周後的全運會要繼續推進全國紀錄。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4%BA%9E%E9%8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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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雅倩過去從沒有國際賽參賽經驗，今天一口氣達

到亞運和明年成都世大運標準，她透露雖會緊張但

也不會給自己太大壓力，盼以衝擊者身份拚上頒獎

台。



2021/10/6 上午11:54 女子鏈球破全國紀錄！余雅倩二連霸全大運封后-運動-HiNet生活誌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538505 1/6

女子鏈球破全國紀錄！余雅倩二連霸全大運封后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復賽今(10/5)日再傳捷報！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余雅倩在公開女子組鏈球(4公斤)項目中，以64.12公尺奪金，並打破

黃芝鳳在94年全國運動會61.54公尺的成績，刷新全國紀錄！
 

余雅倩在去年全大運中，以60.50公尺奪金，躍居全國紀錄第二，也是我國史上第二位

60公尺俱樂部成員；在今年的新北市青年盃田徑公開賽公開女子鏈球決賽，她以61.28

公尺封后，再次刷新個人最佳紀錄；今日的全運會，她先以62.99公尺破全國紀錄，又

擲出64.12公尺，二度突破全國紀錄，成為我國女子鏈球第一人。
 

余雅倩原是芎林國中排球校隊主攻手，國三時在教練建議下改練田徑，她一開始練鐵

餅，新北高工一年級時轉攻鏈球，今年成為奧運培訓隊成員。余雅倩遺傳爸爸(180公

分)、媽媽(170公分)的好身材，身高為174公分，在教練張銘煌眼中是擲鏈球相當好的

身材條件；張銘煌相當看好余雅倩的發展，認為她心態成熟、自我要求高，是繼黃芝

鳳後的可造之材。(照片由成大提供)

勁報 2021/10/05 23:57(11小時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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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力崛起！ 成大是創業重要推手 電機女碩士開拓LED外銷藍海

電機系⼥⽣少，創業的少之⼜少。⽩⼿起家的安捷光電科技公司董事⻑王怡蘋12年前剛考進成功
⼤學，⼀⼊學就創業做LED燈，靠著研發技術⾃創藍海，⾸年營業額就破千萬元，⽬前客戶已遍
及全球近10個國家。

37歲的王怡蘋留著⼀頭俐落短髮，原本學商，⼤學時暑假去電路板⼯廠打⼯，發覺對⼯科有興
趣，毅然轉系念電機系，並考取成功⼤學電機⼯程學系碩⼠班，王怡蘋說，台灣當時LED剛起
步，看到市場前景，放棄研發部⾨⽉薪55K，在研⼀時勇敢⾛上創業之路。

王怡蘋創業初期以LED⼀般燈具、植物燈起家，「校⻑兼撞鐘」⾃⾏研發設計燈具，寫規格書、
製作型錄，還得跑國外參展；在校同時⼀邊上課、做實驗、寫論⽂等，常常從早忙到半夜⼀、⼆
點才回宿舍，積極認真、勇於挑戰的她，當時也透過到德國、⽇本參展接下⼤額訂單，創業第⼀
年就拚出破千萬的營業額。

⾛過新創初期的種種挑戰，王怡蘋近年更研發⾼階LED與雷射醫療器材設備，並斥資數千萬擴
廠，設置醫療器材P2無塵無菌GMP廠房，產品涵蓋眼科、⽛科、⽪膚科，如今佔整體營業額的⼋
成，已是專業醫療器材研發製造廠，外銷版圖更遠⾄德國、⻄班⽛、⽇本、韓國、印度等多個國
家。

2021-10-06 10:47 經濟日報 吳國棟

王怡蘋（右）透過國外參展接下⼤額訂單。 王怡蘋/提供

讚 0 分享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1/10/06/2/14180377.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s%3A%2F%2Fmoney.udn.com%2Fmoney%2Fstory%2F5723%2F5796310&display=popup&ref=plugin&src=like&kid_directed_site=0&app_id=26784655005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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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蘋說，學習與創業路上凡事親⼒親為，⾯對困難始終未有放棄的念頭，雖然⾟苦卻樂在其
中、⽢之如飴，尤其成⼤的團結與傳承，更是她最⼤的後盾，特別感謝梁從主教授、周明慶、曾
偉菁等學⻑姐和實驗室團隊、育成中⼼的指導協助，讓她⼀步⼀腳印不斷改進、精進，⽤領先的
技術逐漸擴⼤版圖；指導教授梁從主說，「⽣意囝⽍⽣」，肯定王怡蘋⼀⼊學就展現出企圖⼼，
也很努⼒投⼊未知領域，那種精神搭配機運，造就現今的成功事業。

成功⼤學⻑久以來培育了各⾏各業無數的菁英領袖， 90週年校慶相關活動訊息請參考成⼤90校慶
官網（https://90th.ncku.edu.tw/）查詢。

王怡蘋（左）感謝成⼤電機所教授梁從主（右）指導協助 王怡蘋/提供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5571615?from=edn_mobile_article_end_ad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1/10/06/2/14180386.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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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力崛起！　成大電機女碩士開拓LED外銷藍
海

▲安捷光電科技公司董事長王怡蘋（右1），透過國外參展接下大額訂單。（圖：王怡蘋提

供，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電機系女生少，創業的少之又少；白手起家的安捷光電科技公司董事長王怡蘋，

12年前剛考進成功大學，一入學就創業做LED燈，靠著研發技術開創藍海，首年

營業額就破千萬元，目前客戶已遍及全球近10個國家。

37歲的王怡蘋留著一頭俐落短髮，原本學商，大學時暑假去電路板工廠打工，發

覺對工科有興趣，毅然轉系念電機系，並考取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王

怡蘋說，台灣當時LED剛起步，看到市場前景，放棄研發部門月薪55K，在研一

時勇敢走上創業之路。創業首年營業額破千萬元 斥資數千萬擴廠研發高階設備

王怡蘋創業初期以LED一般燈具、植物燈起家，「校長兼撞鐘」自行研發設計燈

具，寫規格書、製作型錄，還得跑國外參展；在校同時一邊上課、做實驗、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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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等，常常從早忙到半夜1、2時許才回宿舍，積極認真、勇於挑戰的她，當時也

透過到德國、日本參展接下大額訂單，創業第一年就拚出破千萬的營業額。

走過新創初期的種種挑戰，王怡蘋近年更研發高階LED與雷射醫療器材設備，並

斥資數千萬擴廠，設置醫療器材P2無塵無菌GMP廠房，產品涵蓋眼科、牙科、皮

膚科，如今佔整體營業額的八成，已是專業醫療器材研發製造廠，外銷版圖更遠

至德國、西班牙、日本、韓國、印度等多個國家。

▲王怡蘋（左）感謝成大電機所教授梁從主（右）指導協助。

王怡蘋說，學習與創業路上凡事親力親為，面對困難始終未有放棄的念頭，雖然

辛苦卻樂在其中、甘之如飴，尤其成大的團結與傳承，更是她最大的後盾，特別

感謝梁從主教授、周明慶、曾偉菁等學長姐和實驗室團隊、育成中心的指導協

助，讓她一步一腳印不斷改進、精進，用領先的技術逐漸擴大版圖；指導教授梁

從主說，「生意囝歹生」，肯定王怡蘋一入學就展現出企圖心，也很努力投入未

知領域，那種精神搭配機運，造就現今的成功事業。

成功大學長久以來培育了各行各業無數的菁英領袖， 90週年校慶相關活動訊息請

參考成大90校慶官網（https://90th.ncku.edu.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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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學院「醫學影像中心」日前舉行揭牌儀式。圖／成大提供

成大醫學院 成立醫學影像中心
工商時報 謝易晏04:10 2021-10-06

成大醫學院9月29日宣布成立醫學影像中心，擘劃3D醫學影像基礎研究目標。成大醫學院醫學影像中心結合面板

大廠群創光電裸視3D前瞻顯示技術，希望開發3D重建影像軟體，提升3D影像重建時與原始切割影像的吻合度與

切割準確度。

　成大醫學院醫學影像中心由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與群創光電總經理楊柱祥代表合作雙方，在副總統賴清

德、台南市副市長戴謙、成大校長蘇慧貞、副校長賴明德、成大醫學院外科學科主任曾堯麟、南科管理局局長蘇

振綱、工業局副組長呂正欽共同見證下，舉行揭牌儀式。

　沈延盛院長認為，醫學影像中心開啟3D醫學影像跨界研究先河，醫界與科技業強強聯手，意義重大。大量、各

式各樣的影像重建，讓醫生在類比環境練習技術，提高準確性和安全性，達到精準手術預測。

　成大醫學院胸腔外科主任曾堯麟指出，近年來隨著電腦斷層技術的進步以及低劑量肺部CT的推廣，愈來愈多沒

有任何臨床症狀的肺部微小的肺結節被發現。這些肺結節有一定的比例是早期肺癌以及與其相關的病變，位置精

準的手術切除範圍，無論是在診斷或是治療都有很重要的角色。成大胸腔外科致力於發展微創精準肺部手術，特

別是單孔胸腔鏡複雜性肺節及亞肺節切除手術，此技術目前獨步於國內及亞太國家，吸引國內外胸外醫師手術觀

摩，學習及交流。

　成大醫學院積極布局前瞻顯示科技於醫療教學領域，去年6月沈延盛院長建置人工智慧虛擬實境教室，結合

AR、VR、MR技術於教學中。近年來由於大體老師難以取得，加以虛擬實境（AR／VR）技術的蓬勃發展，人體

影像解剖桌、虛擬實際手術模擬等教學系統相繼推出，不僅以立體方式呈現原本複雜的解剖構造，允許學生由各

個角度，學習特定構造之位置及走向，同時也可模擬手術及侵入性治療的過程，為醫學教育奠定更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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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雙乘論壇 走讀安平為臺灣多元DNA定序
發稿時間：2021/10/05 17:53  最新更新：2021/10/05 18:12 字級: A+  A-

成功大學雙乘論壇「人文歷史」講座於安平古堡的熱蘭遮城博物館盛大舉辦，這場名為

「走讀府城，重回熱蘭遮城時代」的講座，除邀請知名臺灣史歷史學家江樹生擔任引言

人，與談嘉賓陣容更包含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王長華館長、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劉益昌所長，及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翁佳音副研究員，鮮活的臺灣史對談，吸引眾多遊

客駐足聆聽。

成大雙乘論壇 走讀安平為臺灣多元DNA定序

成功大學表示，在安平當地人解讀下，才知道是從菲律賓來的船等事件，足以看出安平

在四百多年前就已非常國際化。」翁佳音指手劃腳地說著，也帶領現場及線上的千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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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瞬間重回四百多年前安平古堡的歷史現場。

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王長華表示，當越來越多人認知到，成為臺灣人原來不是理所

當然的，學研單位在建構臺灣史的角色就更形重要，尤其是佔據地利優勢，位於全臺開

發最早城市的成功大學，除了透過考古學研究所重現熱蘭遮城等歷史現場，「歷史很

長，史學只是還原歷史的其中一種方法，在有限的文字記載下，還需結合考古學、人類

學與社會學，才能勉強拼湊出歷史的片段，甚至連神話也常是重要的參考內容。」江樹

生分享，這也突顯文字紀錄的重要性。而在臺灣史，為了經營亞洲貿易，以安平為據點

在台深耕的荷蘭人，所留下的大量書信往返紀錄，就成為最重要的文獻。

值得一提的是，設於熱蘭遮城博物館前的論壇，雖然位在安平古堡城牆的內側，但在荷

蘭人佔領期間，卻屬於「牆外」，是荷蘭人兩度進佔澎湖，皆被明朝帝國擊退後建立的

「臺灣城」現有唯一殘蹟。

如今，牆內與牆外不僅位置互換，駐守的勢力更從荷據、明鄭、清領、日治到民國，見

證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過去海權時代如此，如今資本逐鹿全球市場的姿

態亦然，如何轉守為攻，或許也需從換位思考開始。

(文 圖 / 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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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暨產業交流技術媒合會 10/26台中登場

由教育部指導，成功⼤學、IMPACT臺灣智財加值營運管理中⼼ 、台北科技⼤學共同主辦的2021

「⼤專校院暨產業交流技術媒合會」，將於10⽉26⽇上午10:00於集思台中新烏⽇會議中⼼3F登
場。

今年全台唯⼀⼀場「⼤專校院暨產業交流技術媒合會」，聚焦「機械及製造」、「⽣技醫療」、
「電資通訊」、「能源及環境科技」、「材料科技」、「⽂創及設計」 、「管理及服務」等七⼤
領域，集結28校、超過500件學界新穎技術，提供企業找尋突破現狀、產業升級的關鍵之鑰！

2021-10-05 22:12 經濟日報 張傑

2021「⼤專校院暨產業交流技術媒合會」，將於10⽉26⽇集思台中新烏⽇會議中⼼登場。

主辦單位/提供

讚 0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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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時間即⽇起⾄10⽉8⽇（五）⽌，媒合⽅式可選擇採「實體洽談」或「線上媒合」，每場次25

分，將由專⼈進⾏聯繫安排。

⽽實體媒合會時間為10⽉26⽇（⼆）上午10時⾄下午17時，地點位於烏⽇⾼鐵站集思臺中新烏⽇
會議中⼼3F（臺中市烏⽇區⾼鐵東⼀路26號）

報名網址：http://webap1.innovation.ncku.edu.tw/impact_match/

2020年成⼤圓夢嘉年華新創週，媒合廠商需求與學界資源，共創產學企業永續經營新契機。 成⼤/提供

注意事項：實體媒合會當天僅

有產學雙⽅⼀對⼀洽談活動，

現場無技術展⽰攤位或海報，

未報名者請勿到場，以免⽩跑

⼀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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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泰、菲智慧醫療照護市場 貿協組團線上拓銷及參展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國際間持續延燒，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與外貿協會透過數位⽅式，持續協助業者
拓銷「新南向」健康產業市場，9⽉28⽇⾄10⽉1⽇即舉辦線上拓銷團，邀集健保署、彰化基督教
醫院、成⼤醫院、上銀科技、醫百科技、群曜醫電、創⼼醫電、新世紀產品、愛派司⽣技、和康
⽣技、雅登、悅康品家12家業者與泰國、菲律賓潛在買主，透過視訊洽談，進⾏合作交流，也規
劃商品同步在2021線上泰國臺灣形象展－臺灣健康產業館（Taiwan Healthcare Pavilion）展出
⾄10⽉29⽇。

貿協表⽰，此次活動鎖定具⼈⼝紅利與智慧醫材發展潛⼒的泰國、菲律賓為⽬標市場，邀請菲律
賓衛⽣機構、菲律賓醫療集團I商與M商、跨國醫材⼤廠R商、⾺尼拉⼤型私⼈醫療機構M醫院、泰
國最⼤ICT產品代理S商以及泰國⾼級醫療機構B醫院等，與我國廠商進⾏洽談。

參團廠商運⽤線上視訊⽅式推廣健康照護、復健輔助及智能醫療領域相關產品與解決⽅案；多數
買主也對於此團廠商產品抱著⾼度興趣，如醫療機器⼿臂、智能輔具、膠囊內視鏡、創新滅菌設
備、特⾊⾻科醫材等。

貿協表⽰，近幾年東南亞各國紛紛將健康產業列為重點發展項⽬，⽽這波疫情讓世界看⾒台灣醫
療實⼒，參團廠商認為此次拓銷，可以看出⾼科技醫療產品將成為東南亞市場主流，合作商機可
期。

此外，貿協強調活動藉由線上型錄、影⽚等多元數位⼯具⾏銷推廣，並參加今年泰國臺灣形象展
的線上展會平台，以3D數位展⽰向潛在買主推廣我業者的產品及服務。

2021-10-05 17:59 經濟日報 徐谷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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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攻新南向智慧醫療照護市場 貿協助業者藉數位工具開發商機
 

(中央社訊息服務20211005 17:40:03)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國際間持續延燒，臺灣自本土疫

情爆發以來相關展會活動全面停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與外貿協會透過數位方式，持續

協助業者拓銷海外健康產業市場! 因此，貿協於9月28日至10月1日舉辦「2021臺灣智慧

醫療照護產業赴泰國&菲律賓線上拓銷團」，邀請健保署、彰化基督教醫院、成大醫

院、上銀科技、醫百科技、群曜醫電、創心醫電、新世紀產品、愛派司生技、和康生

技、雅登、悅康品家等12家業者與菲律賓、泰國等新南向國家之潛在買主，藉辦理線上

視訊洽談，進行合作交流，並規劃商品同步於2021線上泰國臺灣形象展-臺灣健康產業

館Taiwan Healthcare Pavilion展出至10月29日。

【圖】臺灣智慧醫療照護產業赴泰國&菲律賓線上拓銷團線上洽談

貿協表示，此次活動鎖定具人口紅利與智慧醫材發展潛力的泰國、菲律賓為目標市場，

邀請菲律賓衛生機構、菲律賓醫療集團I商與M商、跨國醫材大廠R商、馬尼拉大型私人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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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M醫院、泰國最大ICT產品代理S商以及泰國高級醫療機構B醫院等，與我國廠商

進行洽談。參團廠商運用線上視訊方式推廣健康照護、復健輔助及智能醫療領域相關產

品與解決方案；多數買主也對於本團廠商產品具高度興趣，如醫療機器手臂、智能輔

具、膠囊內視鏡、創新滅菌設備、特色骨科醫材等，同時，參團廠商亦對此次媒合成果

表高度肯定，認為合作潛力可期，顯見高科技醫療產品將成為東南亞市場主流。

此外，貿協強調活動藉由線上型錄、影片等多元數位工具行銷推廣，並參加今年泰國臺

灣形象展的線上展會平臺，以3D數位展示向潛在買主推廣我業者的產品及服務。同時，

由貿協在馬尼拉、曼谷、胡志明與吉隆坡等駐點協助，客製化安排線上洽談，期間促成

54家買主與我國廠商進行89場次一對一視訊洽談，後續亦將再安排多場菲律賓、越南等

醫療經銷代理商視訊交流。

近幾年東南亞各國紛紛將健康產業列為重點發展項目，而這波疫情讓世界看見臺灣醫療

實力，未來結合機器人、IOT以及客製化健康照護產品將成為趨勢，貿協也將持續與廠商

合作，共同擘劃大健康產業新藍圖，邀請至線上參觀「2021線上泰國臺灣形象展-臺灣

健康產業館Taiwan Healthcare Pavilion」(https://thai.taiwanexpoasean.com/zh-t

w/index.html)

https://thai.taiwanexpoasean.com/zh-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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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合作 台南市發表中西、東區校園交通風險地圖

台南市交通局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泰產險合作，發表中西區與東區「校園交通風險地圖」。（記者劉
婉君攝）

2021/10/06 11:23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守護學子用路安全，台南市今發表中西區與東區「校園交通風險地圖」，

檢視包括成功大學、台南大學、台南護專、台南一中、台南女中等校園周邊道路風險，製作校園交通

事故風險懶人包，提醒用路人潛在交通事故風險點應注意事項。

校園交通風險地圖由台南市交通局與國泰產險、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合作，結合大數據及用路人的習

性，藉由各交通事故風險點檢視，以圖像化方式製作淺顯易懂的校園交通事故風險地圖海報、及風險

地圖Web AR，讓學子與用路人多元化了解風險所在。

台南市長黃偉哲與交通局長王銘德今天一起舉行校園交通風險地圖記者會，黃偉哲說，去年永康區校

園風險地圖發布後，永康區18至24歲年輕人的交通事故降低了15.47%，今年以中西區及東區為主

軸，製作出校園交通事故熱點現場道路狀況分析、道路設計建議，並分別針對行人、機車、汽車3類

用路方式，提出防禦性駕駛對策。

為了提高民眾參與度，國泰產險也舉辦「校園交通風險地圖體驗」抽獎活動，獎品有Switch、

Airpods、7-11禮卷及Line points等。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10/06/3694900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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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交通風險地圖」 結合大數據及用路人的習性，以圖像化方式，分析校園交通事故熱點現場道路狀
況、道路設計建議等。（記者劉婉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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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交通事故 台南發表中西區及東區校園風險
地圖
2021/10/6 11:43（10/6 13:01 更新）

台南市政府6日上午召開記者會，公布中西區及東區校園交通事故風險地圖，市長黃偉哲（左）出席。
（台南市政府提供）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傳真 110年10月6日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6日電）台南市政府今天發表中西區及東區校園交通事故風

險地圖，以成功大學、台南大學、台南一中、台南女中及台南護專5校為核心，透過

大數據分析檢視周邊道路風險，提醒學子注意。

繼去年發表永康區校園交通事故風險地圖後，南市府今天再公布中西區及東區校園交

通事故風險地圖。「校園風險地圖計畫」成果記者會上午在永華市政中心召開。

出席記者會的台南市長黃偉哲表示，數據顯示永康區地圖發表後，永康區18歲至24

歲年輕人交通事故減少比例達15.47%。交通的改善除執法外，就是要宣導及改善硬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loc.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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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設施，讓成效早日立竿見影。另外，他也感謝參與計劃的國泰產險一起合作開發

AR擴充實境軟體。

交通局延續去年產官學合作成果，與國泰產險、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再度攜手合作，這

次的中西區及東區校園交通事故風險地圖，以成功大學、台南大學、台南一中、台南

女中及台南護專5校為核心。

透過大數據分析校園周邊交通事故風險地點，經由現勘討論，並借重陽明交通大學教

授吳宗修指導，製作校園交通事故熱點現場道路狀況分析、道路設計建議，並分別針

對行人、機車、汽車三類用路方式提出防禦性駕駛對策。

除了透過校園交通風險地圖懶人包海報宣導，國泰產險製作Web AR互動體驗，加入

實景照片或影片，讓民眾可更容易了解各路口潛在風險，後續也可提供各級學校進行

交通安全宣導推廣。（編輯：孫承武）11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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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地方焦點

台南產官學攜手合作　「校園交通風險地圖」
守護民眾用路安全

▲台南市交通局產官學合作，製作校園交通事故風險懶人包，藉以提醒用路人潛在交通事故風

險點應注意事項，期建立民眾防禦駕駛觀念，提升用路安全。（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爲守護青年學子行的安全，台南市交通局與國泰產險、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再度攜

手合作，以成功大學、台南大學、台南護專、南一中、南女中，檢視校園周邊道

路風險及診斷，製作校園交通事故風險懶人包，藉以提醒用路人潛在交通事故風

險點應注意事項，期建立民眾防禦駕駛觀念，提升用路安全。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5%9C%B0%E6%96%B9/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5%9C%B0%E6%96%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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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黃偉哲表示，透過產、官、學三方再次合作，結合大數據及用路人的習性，

藉由各交通事故風險點檢視，以圖像化方式製作淺顯易懂校園交通事故風險地圖

海報、及風險地圖Web AR，讓年輕學子與用路人多元化的了解風險所在，建立用

路安全防衛駕駛概念；另外配合交通部道委會交通安全月路口安全的宣導「路口

慢看停、行人停看聽」，期盼能將道路交通風險降到最低。

交通局局長王銘德表示，經2020年永康區校園風險地圖改善專案，改善前後永康

區18~24歲年輕人的交通事故降低了15.47％，所以今年度延續專案，並以中西區

及東區為主軸，除了3所大專院校更加入2所高中學校，透過大數據分析校園周邊

交通事故風險地點，經由現勘討論，並借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吳宗修教授專業指

導，製作出校園交通事故熱點現場道路狀況分析、道路設計建議，並分別針對行

人、機車、汽車三類用路方式提出防禦性駕駛對策。

交通局指出，今年度除了可透過校園交通風險地圖懶人包海報進行平面的宣導

外，國泰產險特別製作Web AR互動體驗，加入實景照片或影片，讓市民朋友可更

容易了解各路口的潛在風險，後續也可提供各級學校進行交通安全宣導推廣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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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了提高民眾參與度，國泰產險特別加碼舉辦「校園交通風險地圖體驗」抽

獎活動，獎品有熱門的Switch、Airpods、7-11禮卷及Line points等，詳細內容

請至「國泰產險-零事故研究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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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青年事故死傷高 中西、東區校園交通

風險地圖上線

2021-10-06 12:20  聯合報  / 記者鄭維真／台南即時報導

去年台南市18到24歲的年輕人交通事故死傷人數高

達約28％，其中A1、A2事故以永康區、東區、安南

區、中西區最多，市府交通局檢視中西區、東區內5

所學校周邊道路，針對22處高風險地點製成校園交

台南市交通局檢視中西區、東區內5 所學校周邊道路，針對2 2處高風險地點

製成校園交通事故風險地圖。記者鄭維真／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zND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8D%97


2021/10/6 下午2:18 台南青年事故死傷高 中西、東區校園交通風險地圖上線 | 雲嘉南 | 地方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5796710 2/11

通事故風險地圖，盼藉道路狀況分析建立防衛駕駛

概念，降低事故率。

交通局長王銘德指出，去年率先以永康區作為校園

風險地圖改善專案，改善後，永康區18到24歲年輕

人 的交通事故降低15.47％，今年延續專案以 中西

區、東區為主軸，加入成功大學、台南大學、台南

護專、台南一中、台南女中等5所學校周邊風險地

點，分析事故熱點道路狀況及道路設計建議，並對

行人、機車、汽車3類用路方式提出防禦性駕駛對

策。

以 中西區中山路與西華南街來看，因鄰近百貨公

司，火車站違停多，經常發生行人碰撞事故，市府

建議，行經該路口時應禮讓來車及行人。西門路一

段與府前路一段因圓環外多停車格，駕駛繞行找車

位，容易和行人、直行車碰撞，也是建議要多注意

來車和行人。另外，西門路二段與民生路一段因左

轉車流量高，易堵塞增加擦撞機率，行經路口應兩

段式左轉，並注意轉彎車輛。

市長黃偉哲表示，透過產、官、學三方再次合作，

結合大數據及用路人的習性，藉由各交通事故風險

點檢視，以圖像化製作淺顯易懂校園交通事故風險

地圖海報、及風險地圖Web AR，讓年輕學子與用路

人多元化的了解風險所在，盼能將道路交通風險降

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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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指，今年度除了透過校園交通風險地圖懶人

包海報進行平面宣導外，國泰產險特別製作Web AR

互動體驗，加入實景照片或影片，讓市民更容易了

解各路口的潛在風險，後續也提供各級學校進行交

通安全宣導推廣使用。

台南市交通局檢視中西區、東區內 5 所學校周邊道路，針對

2 2處高風險地點製成校園交通事故風險地圖。記者鄭維真／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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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交通局檢視中西區、東區內 5 所學校周邊道路，針對

2 2處高風險地點製成校園交通事故風險地圖。記者鄭維真／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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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綜合院長鄭雅敏強調。

郭綜合院長鄭雅敏強調 要婦起責任、醫起努力
／

2021/10/6

　【記者孫曉倫／南市報導】台南市

郭綜合醫院院長鄭雅敏秉持「婦起責

任、醫起努力」，進入郭綜合醫院這

個溫馨大家庭，一年來與大家甘苦與

共，共同努力下，致力完備擴展醫療

人力、建立轉介機制、強化人力培

訓、配合政府政策等各項發展，已有

顯著成效，並使健保業績隱定成長，

並帶領全院同仁全心協力對抗新冠病毒，勇敢防疫、毫不畏懼。
 

　鄭院長以婦產科做為郭綜合領頭羊的角色，並引進成大醫院醫學中心級醫療服務

進駐醫院，深化服務病友，達成「良醫近社區」的理想，營建「醫」學中心人才的

交流與資源合作、讓「病」人能就近在社區享有醫學中心級診療，以及落實健

「保」分級醫療與雙向轉診政策的醫、病、保三贏局面。
 

　鄭院長指出，成大醫院與郭綜合醫院從經營層面統合兩院，使醫療資源更充分有

效運用，落實中央健保署分級醫療及雙向轉診的政策；同時，成大醫院近年來厚植

的醫療專業人才，也投入豐富郭綜合醫院的醫療量能，讓社區民眾不用大小問題都

擠往醫學中心，可以在社區裡就近享有醫學中心級的診療。
 

　鄭院長一進郭綜合醫院，成大心臟科名醫趙庭興主任也進駐郭綜合門診支援，成

大教授、副教授級的醫師於每週一、二、三、五下午前來協助門診，讓附近民眾也

能享受到醫學中心教授級名醫的門診服務，一年來門診件數較去年成長2.2％，較前

年成長5％。住院件數跟著增加，較去年成長5.8％，較前年成長9.8％。
 

　在手術部分，鄭院長表示，除了名醫賴國安已進駐外，其他微創、內視鏡、海芙

刀子宮肌瘤治療，也均可讓病友享受到醫學中心一樣的照護品質。目前南部僅有郭

綜合擁有仰臥式海芙刀，是婦女界的一大福音，不必遠到中北部才能得到這種醫療

服務，漸在病友群享有口碑，使得含鏡檢的手術件數較去年成長14.2％，較前年成長

7.5％。
 

　成大醫院與郭綜合醫院的合作關係自民國97年就建立，民國106年雙方進一步開立

合作病房，成大醫院陸續支援多位護理人力協助，並補足人力後提升照護服務品

質，將成大醫院優質的護理教學與照護品質推廣到郭綜合醫院病房，鄭院長表示，

她先從婦兒科病房開始著手，提升病房照護品質，使病友住院也能享受到醫學中心

同樣的照護品質。一年來成大支援郭綜合效益門診約佔7％、住院佔5％，手術佔

8％。這也使郭綜合健保成長達6％，在南區醫院健保成長名列前茅
 

　面對新冠病毒，鄭院長毫不畏懼，帶領員工勇敢防疫，院內員工接種疫苗第二劑

達94.2％、志工96.3％、國欣護家員工更達100％。並建立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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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建立專責病房收治確診病人，協助疫苗接種等各項防疫工作，善盡社區醫院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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