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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代展 卓彥廷圍⼱作品驚艷
2022-08-05

卓彥廷YEN TING CHO互動展，使⽤⼆０⼆三Revive重⽣系列圍⼱兩款圖案設計，圖為「瀑
布」。 （成⼤提供）

記者羅⽟如⁄台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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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愛國婦⼈會館歷經多年修復重新開放，⾸檔展覽Ms. Perfume美⼒年代，邀國內外藝術創作者，以當代藝術

能量回應時代女性⾯貌。成⼤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副教授卓彥廷以⾃創品牌YEN TING CHO參展，獨舞、瀑布

兩款圍⼱作品，結合⾃主開發的數位軟體設置互動展，令⼈驚艷。

原愛國婦⼈會館建成百年，與台灣文博會及台灣設計展聯合推出台灣設計設計台灣系列活動。即⽇起⾄⼗⽉⼆⼗

三⽇舉辦⾸檔展覽Ms.Perfume美⼒年代。

愛國婦⼈館過去曾為女性意識催化地，美⼒年代展以當代女性為題，探討傳統社會期待下女性樣貌崩解、女性⾃

主意識在藝術領域的邁進。希望將「美」的概念轉譯為「⾃信」展現，強調當代女性豐富強⼤的創作能量。

卓彥廷YEN TING CHO互動展覽，使⽤⼆０⼆三Revive重⽣系列圍⼱「獨舞」、「瀑布」兩款圖案設計。該系

列描述世界末⽇來臨前夕，⼈類因疫情離開地球前後發⽣的種種，透過實驗演化再造，創造希望曙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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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藝術在百年古蹟 成大卓彥廷

團隊演繹「美力年代」

2022/08/05 17:44

成功⼤學卓彥廷師⽣團隊在「Ms. Perfume
美⼒年代」設計展覽，鏡中圍⼱的作品。（成
⼤提供）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2022 台灣文博會及台

灣設計展兩⼤盛事今年於⾼雄舉辦，成功⼤學創意

產業設計研究所副教授卓彥廷帶著⾃⼰創立的國際

品牌 YEN TING CHO 參展，以「獨舞」與「瀑

布」兩款2023最新圍⼱作品圖案，結合⾃主開發

的數位軟體「mov.i.see 」設置互動展覽，邀請群

眾參與，將獨舞變成群舞，⼀同藉由舞動，演繹當

代女性如瀑布流動般源源不絕的美好⽣命⼒。

「台灣設計設計台灣」系列活動中，百年古蹟「原

愛國婦⼈會館」歷經多年修復後重新開放，⾸檔展

覽 「 Ms. Perfume 美 ⼒ 年 代 」 ， 將 展 ⾄ 10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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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展⽰特別使⽤許多⾯的鏡⼦搭出層層的景，鏡

射出圍⼱跟互動圖案，〈瀑布〉底下的圓形鏡⼦讓

瀑布的流動的⾊塊如⽔般延伸到下⽅，塑造出⽔潭

的感覺：〈獨舞〉後⽅的鏡⼦可以讓觀眾遠遠就能

透過鏡⾯看到互動區舞動的模型，從另個⾓度也能

看到美⼈的倒影，營造豐富有趣的探索與互動經

驗。

圍⼱作品〈獨舞〉。（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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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特兒⾛秀展⽰圍⼱作品〈瀑布〉。（成⼤提
供）

設計師卓彥廷表⽰，社會的前進需要⼤家的參與，

才能⼀起強壯，變得更好，所以希望美⼒年代的觀

眾，不只是被動觀看展覽，還能⼀起參與共創，因

此策展團隊以⾃⾏開發的數位軟體  mov.i.see 設

計互動體驗展，讓單⼀或多位參觀⺠眾站在感應鏡

頭前，與圍⼱群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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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團隊調整了mov.i.see，在無⼈的情況下也能

⾃動輪播，持續舞動。兩條圍⼱還定時轉換，豐富

觀眾體驗，隨⼼所欲地以⾃由的肢體舞蹈擾動圖案

的同時，創造出屬於個⼈的藝術⽣命⼒。

〈獨舞〉與〈瀑布〉兩款圖案，來⾃品牌最新的

「2023 Revive 重⽣系列」，由卓彥廷攜學⽣李承

霖共同設計，並集結成⼤規劃設計學院跨域學⽣團

隊完成製作，互動展覽則由學⽣吳思瑩與趙晏廷主

⼒策畫，從發想、籌備到開展，耗時兩個⽉完成，

令參觀群眾驚豔不已。

成⼤卓彥廷師⽣團隊在「Ms. Perfume美⼒
年代」設計的互動展覽，參觀者可以舞動⾝體
成為創作的⼀部分。（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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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織品×互動展覽  成大卓彥廷師生團隊受邀台灣設計
展

在百年古蹟內 以科技藝術演繹疫情下當代女性「美力年代」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2022臺灣文博會及臺灣設計展兩大盛事今年於

高雄舉辦，「台灣設計設計台灣」系列活動中，百年古蹟「原愛國婦人會館」歷經多年修復

後重新開放，並於8月4日至10月23日，隆重舉辦首檔展覽「Ms. Perfume美力年代」；本次展

覽邀請多位國內外藝術創作者，以當代藝術能量回應時代下女性面貌，其中特邀設計師國立

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副教授卓彥廷將帶著自己創立國際品牌YEN TING CHO參展，

以「獨舞」與「瀑布」2款2023最新圍巾作品圖案，結合自主開發數位軟體mov.i.see設置互

動展覽，邀請群眾參與，將獨舞變成群舞，一同藉由舞動，演繹當代帶女性如瀑布流動般源

源不絕美好生命力。

原愛國婦人會館適逢建成百年，與2022臺灣文博會及臺灣設計展聯合組織高雄「台灣設計設

計台灣」系列活動，回望在地歷史，創造新的認識與發展契機；愛國婦人館過去曾為女性意

識的催化之地，承載著女性意識從啟蒙到普及發展脈絡，而本次「Ms. Perfume美力年代」則

以當代女性為題，探討傳統社會期待下女性樣貌崩解，以及女性自主意識在藝術領域上邁

進，希望將「美」的概念轉譯為「自信」展現，強調當代女性豐富而強大創作能量。

本次品牌YEN TING CHO策畫之互動展覽，使用「2023 Revive 重生系列」圍巾之2款圖案

「獨舞」與「瀑布」進行設計；此系列以世界末日來臨前夕為靈感，描述人類因疫情離開地

球前後發生種種，講述一段透過實驗演化再造，創造希望曙光故事。

其中「獨舞」回應疫情時代孤獨感，同時也探討個體議題：多數現代人不那麼擅長獨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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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減少和外界聯繫便焦慮上身，故能與自己共舞，不只是美的樣貌，更是自信展現；「瀑

布」則象徵生命力源源不絕，希望透過這次合作，將實驗、演化、再造概念融入，呼應女性

意識不斷演變進化韌性，以數位科技，創造新的美力年代。

圍巾展示的方式特別使用許多面鏡子搭出層層的景，鏡射出圍巾跟互動圖案，「瀑布」底下

圓形鏡子讓瀑布流動的色塊如水般延伸到下方，塑造出水潭感覺：「獨舞」後方的鏡子可以

讓觀眾遠遠就能透過鏡面看到互動區舞動模型，從另個角度也能看到美人倒影，為參與民眾

打造豐富有趣探索與互動經驗。

設計師卓彥廷表示：「社會前進需要大家參與，才能一起強壯，變得更好，所以我們希望美

力年代觀眾，不只是被動觀看展覽，還能一起參與共創。」因此策展團隊以自行開發數位軟

體mov.i.see設計本次互動體驗展，讓單一或多位參觀民眾站在感應鏡頭前，與圍巾群舞；策

展團隊調整了mov.i.see，在無人情況下也能自動輪播，持續舞動；2條圍巾還定時轉換，豐

富觀眾體驗；在隨心所欲地以自由肢體舞蹈擾動圖案同時，創造出屬於個人藝術生命力。

本次於互動展覽中展出並應用之「獨舞」與「瀑布」兩款圖案，來自品牌最新「2023 Revive

重生系列」，乃由卓彥廷攜學生李承霖共同設計，並集結成功大學規劃設計學院之建築系、

工設系、創產所、科藝所跨域學生團隊完成製作，而本次品牌YEN TING CHO於「Ms.

Perfume美力年代」之互動展覽，則由學生吳思瑩與趙晏廷主力策畫，從發想、籌備到開

展，耗時兩個月完成，其成果令開幕當日到場的來賓與首批參觀群眾驚艷不已，不管是圍巾

或式互動體驗展，皆收穫了許多好評及回饋。

疫情下，社會氛圍緊張壓抑，人們心靈面對更多挑戰；品牌YEN TING CHO將透過新的織品

作品與互動展覽，鼓勵觀眾從所經歷變化與內心起伏走出來，重新與自己相處；同時在這個

數位資訊充斥環境中，擁有更多表達、探索與創造之機會，重新發掘過往因疲於追隨社會步

伐而被遺忘自我價值，最終梳理出一個清晰、自由而充滿愛的自己，並將美好力量再次投入

世界，創造下一個全新美力年代。(照片由國立成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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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2022臺灣文博會及台灣設計展兩⼤盛事今年於⾼雄舉辦，「台灣設計設計台灣」系列活動
中，百年古蹟「原愛國婦⼈會館」歷經多年修復後重新開放，並於8⽉4⽇⾄10⽉23⽇，隆重舉辦⾸檔展覽「Ms.
Perfume美⼒年代」。本次展覽邀請多位國內外藝術創作者，以當代藝術能量回應時代下的女性⾯貌，其中特邀設計
師國立成功⼤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副教授卓彥廷將帶著⾃⼰創立的國際品牌YEN TING CHO 參展，以「獨舞」與
「瀑布」兩款2023最新圍⼱作品圖案，結合⾃主開發的數位軟體mov.i.see設置互動展覽，邀請群眾參與，將獨舞變成
群舞，⼀同藉由舞動，演繹當代帶女性如瀑布流動般源源不絕的美好⽣命⼒。

（圖說）開幕 credit_ 駁⼆藝術特區。（成⼤提供） 
原愛國婦⼈會館適逢建成百年，與2022臺灣文博會及台灣設計展聯合組織⾼雄「台灣設計設計台灣」系列活動，回望
在地歷史，創造新的認識與發展契機。愛國婦⼈館過去曾為女性意識的催化之地，承載著女性意識從啟蒙到普及的發
展脈絡，⽽本次「Ms. Perfume美⼒年代」則以當代女性為題，探討傳統社會期待下女性樣貌的崩解，以及女性⾃主
意識在藝術領域上的邁進，希望將「美」的概念轉譯為「⾃信」的展現，強調當代女性豐富⽽強⼤的創作能量。

綜合

成⼤卓彥廷師⽣團隊受邀台灣設計展 在百年古蹟內以科技藝術演繹疫
情下當代女性的「美⼒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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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鏡中圍⼱作品。（成⼤提供）
本次品牌YENTING CHO策畫之互動展覽，使⽤「2023 Revive 重⽣系列」圍⼱之兩款圖案「獨舞」與「瀑布」進⾏設
計。此系列以世界末⽇來臨前夕為靈感，描述⼈類因疫情離開地球前後發⽣的種種，講述⼀段透過實驗演化再造，創
造希望曙光的故事。

（圖說）「獨舞」回應疫情時代的孤獨感，同時也探討個體議題。（成⼤提供）
其中「獨舞」回應疫情時代的孤獨感，同時也探討個體議題：多數現代⼈不那麼擅⻑獨處，⼀旦減少和外界的聯繫便
焦慮上⾝，故能與⾃⼰共舞，不只是美的樣貌，更是⾃信的展現。「瀑布」則象徵⽣命⼒的源源不絕，希望透過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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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將實驗、演化、再造的概念融入，呼應女性意識不斷演變進化的韌性，以數位科技，創造新的美⼒年代。

（圖說）「瀑布」則象徵⽣命⼒的源源不絕。（成⼤提供）
圍⼱展⽰的⽅式特別使⽤許多⾯的鏡⼦搭出層層的景，鏡射出圍⼱跟互動圖案，「瀑布」底下的圓形鏡⼦讓瀑布的流
動的⾊塊如⽔般延伸到下⽅，塑造出⽔潭的感覺：「獨舞」後⽅的鏡⼦可以讓觀眾遠遠就能透過鏡⾯看到互動區舞動
的模型，從另個⾓度也能看到美⼈的倒影，為參與⺠眾打造豐富有趣的探索與互動經驗。
設計師卓彥廷表⽰：「社會的前進需要⼤家的參與，才能⼀起強壯，變得更好，所以我們希望美⼒年代的觀眾，不只
是被動的觀看展覽，還能⼀起參與共創。」因此策展團隊以⾃⾏開發的數位軟體 mov.i.see設計本次的互動體驗展，讓
單⼀或多位參觀⺠眾站在感應鏡頭前，與圍⼱群舞。策展團隊調整了mov.i.see，在無⼈的情況下也能⾃動輪播，持續
舞動。兩條圍⼱還定時轉換，豐富觀眾體驗。在隨⼼所欲地以⾃由的肢體舞蹈擾動圖案的同時，創造出屬於個⼈的藝
術⽣命⼒。
本次於互動展覽中展出並應⽤之「獨舞」與「瀑布」兩款圖案，來⾃品牌最新之「2023 Revive 重⽣系列」，乃由卓
彥廷攜學⽣李承霖共同設計，並集結成功⼤學規劃設計學院之建築系、⼯設系、創產所、科藝所的跨域學⽣團隊完成
製作，本次品牌YENTING CHO於「Ms. Perfume美⼒年代」之互動展覽，則由學⽣吳思瑩與趙晏廷主⼒策畫，從發
想、籌備到開展，耗時兩個⽉完成，其成果令開幕當⽇到場的來賓與⾸批參觀群眾驚艷不已，不管是圍⼱或式互動體
驗展，皆收穫了許多好評及回饋。
疫情下，社會氛圍緊張壓抑，⼈們的⼼靈⾯對更多挑戰。品牌YENTING CHO將透過新的織品作品與互動展覽，⿎勵
觀眾從所經歷的變化與內⼼起伏⾛出來，重新與⾃⼰相處。同時在這個數位資訊充斥的環境中，擁有更多的表達、探
索與創造之機會，重新發掘過往因疲於追隨社會步伐⽽被遺忘的⾃我價值，最終梳理出⼀個清晰、⾃由⽽充滿愛的⾃
⼰，並將美好的⼒量再次投入世界，創造下⼀個全新的美⼒年代。



2022/8/8 上午11:14 台灣數位新聞台/⺠時新聞Taiwan Digital News

www.enewstw.com/City01.asp?ItemID=116560 1/1

附件

台南率先導入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 黃偉哲與百位兒童運動體
感量測 培育健康新世代

／

2022/8/8

　【記者孫紹逸／南市報導】國立成

功⼤學與台灣⼤哥⼤股份有限公司

（6）⽇於台南市協進國⼩舉辦「兒童

感覺統合智能運動體驗會」，現場共

有100位兒童配戴全台⾸創、針對3⾄6

歲兒童研發的體感穿戴裝置，進⾏體

感量測及籃球、⾜球、滑步⾞、跳

繩、體適能等運動體驗，以輕鬆有趣的⽅式，取得兒童的⾝體運動數據，讓家⻑、

老師和醫⽣了解兒童最真實的⾝體狀況。台南市⻑黃偉哲特地到場關⼼，與孩童互

動並表達對兒童感覺統合智慧雲服務的⽀持。
 

　市⻑黃偉哲表⽰，現代家⻑⼗分重視孩童成⻑及⾝⼼教育，過去難以⽤科技化的

⽅式得知兒童的體能狀況，因此也較難提出適合不同體能兒童的⾜量運動；⽽現今

每位孩童可透過體感穿戴裝置的⽅式，產出平衡⼒、肌耐⼒、爆發⼒、敏捷⼒、速

度⼒、協調⼒等六項主要運動的體適能檢測報告，讓家⻑清楚掌握⾃⼰孩⼦的成⻑

狀況，同時也提供學校老師、醫⽣作為制訂體育課程或復健課程的參考依據。
 

　體育局⻑陳良乾表⽰，學齡前兒童處於⾝體及⼤腦發展的⾼峰期，⾜量及正確的

運動對兒童整體發展⼗分重要。運動除可以讓動作更協調、⾝體更強健，更能⼤幅

增強兒童的記憶⼒與認知能⼒，⽽且⾝體好的兒童也會擁有更好的情緒及更⾼的學

習效率。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主要是透過穿戴裝置來檢測並分析兒童的運動能⼒，

將看不到體能評估予以數位化後上傳雲端，進⼀步建立台灣兒童體感數據資料庫，

讓家⻑、老師、教練以及醫⽣、復建師能清楚了解兒童的真實體能情況，進⼀步提

供合適其體適能的課程。
 

　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在經濟部⼯業局「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專案」⽀持及

臺南市政府的指導下，結合國立成功⼤學、台灣⼤哥⼤、晶翔機電、⾼雄榮總、后

羿醫學等產學醫三⼤領域共同研發，⾸站即以臺南為出發點，主辦⽅也表⽰，透過

兒童⾝上穿戴裝置上的5G設備，即時且⼤量的把⾝體上的數據回傳⾄雲端，再透過

AI演算，讓資訊做為未來在看兒童成⻑發展時的參考⽅向，也能做為早療輔助的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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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率先導入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　黃偉哲與百位兒童
運動體感量測　培育健康新世代

【大成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與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6日於

台南市協進國小舉辦「兒童感覺統合智能運動體驗會」，現場共有100位兒童配戴全台首

創、針對3至6歲兒童研發的體感穿戴裝置，進行體感量測及籃球、足球、滑步車、跳繩、體

適能等運動體驗，以輕鬆有趣的方式，取得兒童的身體運動數據，讓家長、老師和醫生了解

兒童最真實的身體狀況。台南市長黃偉哲特地到場關心，與孩童互動並表達對兒童感覺統合

智慧雲服務的支持。

市長黃偉哲表示，現代家長十分重視孩童成長及身心教育，過去難以用科技化的方式得知兒

童的體能狀況，因此也較難提出適合不同體能兒童的足量運動；而現今每位孩童可透過體感

穿戴裝置的方式，產出平衡力、肌耐力、爆發力、敏捷力、速度力、協調力等六項主要運動

的體適能檢測報告，讓家長清楚掌握自己孩子的成長狀況，同時也提供學校老師、醫生作為

制訂體育課程或復健課程的參考依據。

體育局長陳良乾表示，學齡前兒童處於身體及大腦發展的高峰期，足量及正確的運動對兒童

整體發展十分重要。運動除可以讓動作更協調、身體更強健，更能大幅增強兒童的記憶力與

認知能力，而且身體好的兒童也會擁有更好的情緒及更高的學習效率。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

主要是透過穿戴裝置來檢測並分析兒童的運動能力，將看不到體能評估予以數位化後上傳雲

端，進一步建立台灣兒童體感數據資料庫，讓家長、老師、教練以及醫生、復建師能清楚了

解兒童的真實體能情況，進一步提供合適其體適能的課程。

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在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專案」支持及臺南市政府

的指導下，結合國立成功大學、台灣大哥大、晶翔機電、高雄榮總、后羿醫學等產學醫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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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共同研發，首站即以臺南為出發點，主辦方也表示，透過兒童身上穿戴裝置上的5G設

備，即時且大量的把身體上的數據回傳至雲端，再透過AI演算，讓資訊做為未來在看兒童成

長發展時的參考方向，也能做為早療輔助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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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率先導入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　培育健康新世代
記者莊漢昌／台南報導  2022-08-06 19:04

國立成功⼤學與台灣⼤哥⼤6⽇於台南市協進國⼩舉辦「兒童感覺統合智能運動體驗會」，現場共有100位

兒童配戴全台⾸創、針對3⾄6歲兒童研發的體感穿戴裝置，進⾏體感量測及籃球、⾜球、滑步⾞、跳繩、

體適能等運動體驗，以輕鬆有趣的⽅式，取得兒童的⾝體運動數據，讓家⻑、老師和醫⽣了解兒童最真實的

⾝體狀況。

市⻑黃偉哲表⽰，現代家⻑⼗分重視孩童成⻑及⾝⼼教育，過去難以⽤科技化的⽅式得知兒童的體能狀況，

因此也較難提出適合不同體能兒童的⾜量運動；⽽現今每位孩童可透過體感穿戴裝置的⽅式，產出平衡⼒、

肌耐⼒、爆發⼒、敏捷⼒、速度⼒、協調⼒等六項主要運動的體適能檢測報告，讓家⻑清楚掌握⾃⼰孩⼦的

成⻑狀況，同時也提供學校老師、醫⽣作為制訂體育課程或復健課程的參考依據。

體育局⻑陳良乾表⽰，學齡前兒童處於⾝體及⼤腦發展的⾼峰期，⾜量及正確的運動對兒童整體發展⼗分重

要。運動除可以讓動作更協調、⾝體更強健，更能⼤幅增強兒童的記憶⼒與認知能⼒，⽽且⾝體好的兒童也

會擁有更好的情緒及更⾼的學習效率。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主要是透過穿戴裝置來檢測並分析兒童的運動能

⼒，將看不到體能評估予以數位化後上傳雲端，進⼀步建立台灣兒童體感數據資料庫，讓家⻑、老師、教練

以及醫⽣、復建師能清楚了解兒童的真實體能情況，進⼀步提供合適其體適能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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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在經濟部⼯業局「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專案」⽀持及臺南市政府的指導下，結合

國立成功⼤學、台灣⼤哥⼤、晶翔機電、⾼雄榮總、后羿醫學等產學醫三⼤領域共同研發，⾸站即以臺南為

出發點。主辦⽅表⽰，透過兒童⾝上穿戴裝置上的5G設備，即時且⼤量的把⾝體上的數據回傳⾄雲端，再

透過AI演算，讓資訊做為未來在看兒童成⻑發展時的參考⽅向，也能做為早療輔助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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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率先導入「兒童體感智慧雲」 AI掌握

兒童體能發展

2022-08-06 11:38  聯合報／  記者吳淑玲／台南即時報導

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在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升級創

新 平 台輔導計畫專案」支持及台南市政府的指導

下，結合國立成功大學、台灣大哥大、晶翔機電、

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透過兒童身上穿戴裝置上 的 5 G設備，即時且大量的把

身體上 的數據回傳至雲端，再透過A I演算，讓資訊做為未來 在看兒童成長發

展時 的參考方向，也能做為早療輔助的數據。圖／台南市府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TA2NjM=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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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總、后羿醫學等產學醫三大領域共同研發，

首站即以台南為出發點。

主辦方也表示，透過兒童身上穿戴裝置上 的 5G設

備，即時且大量的把身體上的數據回傳至雲端，再

透過AI演算，讓資訊做為未來在看兒童成長發展時

的參考方向，也能做為早療輔助的數據。

成功大學與台灣大哥大今天在台南市協進國小舉辦

「兒童感覺統合智能運動體驗會」，邀請100位兒

童配戴全台首創、針對3至6歲兒童研發的體感穿戴

裝置，進行體感量測及籃球、足球、滑步車、跳

繩、體適能等運動體驗，以輕鬆有趣的方式，取得

兒童的身體運動數據，讓家長、老師和醫生了解兒

童最真實的身體狀況。

台南市長黃偉哲到場表達對兒童感覺統合智慧雲服

務的支持。黃偉哲表示，現代家長十分重視孩童成

長及身心教育，過去難以用科技化的方式得知兒童

的體能狀況，因此也較難提出適合不同體能兒童的

足量運動。

而現今每位孩童可透過體感穿戴裝置的方式，產出

平衡力、肌耐力、爆發力、敏捷力、速度力、協調

力等6項主要運動的體適能檢測報告，讓家長清楚

掌握自己孩子的成長狀況，同時也提供學校老師、

醫生作為制訂體育課程或復健課程的參考依據。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8D%97%E5%B8%82%E9%95%B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BB%83%E5%81%89%E5%93%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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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局長陳良乾表示，學齡前兒童處於身體及大腦

發展的高峰期，足量及正確的運動對兒童整體發展

十分重要 。運動除可 以讓動 作 更協調、身體更強

健，更能大幅增強兒童的記憶力與認知能力，身體

好的兒童也會擁有更好的情緒及更高的學習效率。

陳良乾說，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主要是透過穿戴裝

置來檢測並分析兒童的運動能力，將看不到體能評

估給以數位化後上傳雲端，進一步建立台灣兒童體

感數據資料庫，讓家長、老師、教練以及醫生、復

建師能清楚了解兒童的真實體能情況，進一步提供

合適其體適能的課程。

首場「兒童感覺統合智能運動體驗會」在 台南市協進國 小登

場， 1 0 0位兒童配戴全 台 首創、針對3至6歲兒童研發 的體感

穿戴裝置，進行體感量測及籃球、足球、滑步車、跳繩、體

適能等運動體驗。圖／台南市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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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透過兒童身上穿戴裝置上 的 5 G設

備，即時且大量的把身體上 的數據回傳至雲端，再透過A I演

算，讓資訊做為未來 在看兒童成長發展時 的參考方向，也能

做為早療輔助的數據。圖／台南市府提供

首場「兒童感覺統合智能運動體驗會」在 台南市協進國 小登

場， 小朋友配戴全 台 首創、針對3至6歲兒童研發 的體感穿戴

裝置，進行體感量測及籃球、足球、滑步車、跳繩、體適能

等運動體驗。圖／台南市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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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評估成⻑ 台南兒童體感智慧雲啟動

⼩朋友運動時，透過體感穿戴裝置，將體能檢測化為具體數據分
析評估。 （台南市府提供）

2022/08/07 05:30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成功⼤學結合產學研領域，針對三

⾄六歲兒童⾸創研發體感穿戴裝置，可將體能檢測透過AI⼈⼯
智慧分析，具體化數據上傳智慧雲服務平台，提供兒童體能改

善政策參考。

兒童配戴裝置 進⾏體適能量測體驗

兒童感覺統合智能運動體驗會⾸站昨在協進國⼩舉辦，有⼀百

多位兒童陸續配戴裝置，宛如化⾝「⼩⼩科技戰⼠」，進⾏籃

球、⾜球、滑步⾞、跳繩、體適能等量測體驗，輕鬆⼜有趣。

可提供學校或醫⽣制訂課程依據

市⻑黃偉哲到場⽀持，他說，過去難以⽤科技化⽅式得知兒童

體能狀況，因此也較難提出適合不同體能兒童的⾜量運動，如

今可透過體感穿戴裝置，對平衡⼒、肌耐⼒、爆發⼒、敏捷

⼒、速度⼒、協調⼒等運動體適能檢測報告，未來可提供學校

或醫⽣作為制訂體育課程或復健課程的參考依據。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8/07/14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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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體育局⻑陳良乾表⽰，學齡前兒童處於⾝體及⼤腦發展⾼

峰期，⾜量及正確的運動對兒童整體發展⼗分重要，兒童體感

智慧雲服務主要是透過穿戴裝置來檢測並分析兒童的運動能

⼒，將看不到的體能評估予以數位化後上傳雲端，進⼀步建立

台灣兒童體感數據資料庫。

也可做為早療輔助的數據

體育局說，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係在經濟部⼯業局專案⽀持

下，結合成功⼤學、台灣⼤哥⼤、晶翔機電、⾼雄榮總、后羿

醫學等產學醫界共同研發，⾸站從台南出發，透過兒童⾝上穿

戴裝置上的五G設備，即時且⼤量的把⾝體上的數據回傳⾄雲
端，再透過AI⼈⼯智慧演算，讓資訊做為未來評估兒童成⻑發
展時的參考⽅向，也能做為早療輔助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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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好有趣！台南率先導入兒童體感
智慧雲服務
2022/08/06 14:37

⼩朋友運動時可透過體感穿戴裝置，將體能檢測化為具

體數據作分析評估。（台南市府提供）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台南市協進國⼩今⽇有1場別開

⽣⾯的「兒童感覺統合智能運動體驗會」，現場有100位兒

童配戴全台⾸創、針對3⾄6歲兒童研發的體感穿戴裝置，

進⾏體感量測，及籃球、⾜球、滑步⾞、跳繩、體適能等

運動體驗，以輕鬆有趣⽅式取得運動數據，讓家⻑、老師

和醫⽣了解兒童最真實的⾝體狀況。

台南市⻑黃偉哲到場關⼼，並與孩童互動體驗。他表⽰，

現代家⻑重視孩童成⻑及⾝⼼教育，過去難以⽤科技化的

⽅式得知兒童的體能狀況，因此也較難提出適合不同體能

兒童的⾜量運動，如今可透過體感穿戴裝置⽅式，產出平

衡⼒、肌耐⼒、爆發⼒、敏捷⼒、速度⼒、協調⼒等主要

運動的體適能檢測報告，未來可供學校或醫⽣作為制訂體

育課程或復健課程的參考依據。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2/08/06/4016645_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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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感覺統合智能運動體驗會」今天在台南市協進國

⼩舉辦，台南市⻑黃偉哲到場⽀持兒童運動體能檢測智

慧化。（台南市府提供）

南市體育局⻑陳良乾說，學齡前兒童處於⾝體及⼤腦發展

的⾼峰期，⾜量及正確的運動對兒童整體發展⼗分重要，

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主要是透過穿戴裝置，檢測並分析兒

童的運動能⼒，將看不到的體能評估予以數位化後上傳雲

端，進⼀步建立台灣兒童體感數據資料庫。

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在經濟部⼯業局「產業升級創新平台

輔導計畫專案」⽀持下，結合成功⼤學、台灣⼤哥⼤、晶

翔機電、⾼雄榮總、后羿醫學等產學醫界共同研發，⾸站

即以台南為出發點，透過兒童⾝上穿戴裝置上的5G設備，

即時且⼤量把⾝體上的數據回傳⾄雲端，再透過AI⼈⼯智

慧演算，讓資訊作為未來在看兒童成⻑發展時的參考⽅

向，也能⽤作早療輔助的數據。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2/08/06/4016645_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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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學、台灣⼤哥⼤等醫、產、學合作，⾸創研發3⾄

6歲兒童的體感穿戴裝置，透過⼈⼯智慧檢測體能，⼯作

⼈員為參加的⼩朋友穿戴，宛如「⼩⼩戰⼠」配醒科技

裝備。（台南市府提供）

「兒童感覺統合智能運動體驗會」今天在台南市協進國

⼩舉辦，台南市⻑黃偉哲到場與⼩朋友互動。（記者洪

瑞琴攝）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2/08/06/4016645_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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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啟動兒童感覺統合智慧雲 升級幼教體育教育
2022/8/6 16:06

（中央社記者張建中新⽵6⽇電）台灣⼤哥⼤今天於台南市協進國⼩舉辦「兒童感覺統合智慧雲」成果發表暨「兒童感

覺統合智能運動」體驗會，展⽰針對兒童體感穿戴裝置及智慧雲端數據平台服務成果。

台灣⼤表⽰，「兒童感覺統合智慧雲服務」⼀案是結合成功⼤學、體感設備業者晶翔機電及⾼雄榮總，共同投入2年時

間、新台幣上億元研發，為幼教業者體育教育升級需求提出科技創新服務。

台灣⼤企業⽤⼾事業群副總經理王寶慶說，台灣⼤雲端服務搭配5G穩定傳輸到雲端，將科技檢測透過演算法產出平衡

⼒、肌耐⼒、爆發⼒、敏捷⼒、速度⼒、協調⼒6項主要運動指標報告，透過可視化AI數據分析，讓家⻑及老師清楚孩

⼦的真實情況，期許為兒童導入新⼀代體育教育科技。

成功⼤學教授林麗娟表⽰，此案是將穿戴感測裝置、雲端運算及預防醫療融合，打造數據科技輔助健康運動新概念。

林麗娟指出，透過雲端管理系統，完整評估數據資料，並藉由後台資料庫進⾏數據演算，未來可進⼀步提供個⼈化的

運動健康處⽅，亦可有效發現兒童⾝體發展遲緩，早期介入醫療讓成效最佳化。（編輯：張均懋）1110806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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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育樂營 ⽔陸運動嗨玩⼀夏
2022-08-06

穿戴式感測裝置、雲端運算、預防醫療相結合，打造數據科技輔助健康運動新概念。（記者陳治交
攝）

記者陳治交、林相如、黃文記⁄綜合報導

學童暑假育樂營活動多，成功⼤學與台灣⼤哥⼤六⽇在協進國⼩舉辦「兒童感覺統合智能運動體驗會」，⿇豆區

安業國⼩開辦⾼爾夫球育樂營，嘉南藥理⼤學⽔上活動社推出⽔上活動育樂營，讓⺠眾在這炎炎夏⽇瘋狂玩⽔，

揮灑汗⽔與熱情。

成功⼤學與台灣⼤哥⼤六⽇在協進國⼩舉辦「兒童感覺統合智能運動體驗會」，現場有⼀百位兒童配戴體感穿戴

裝置，進⾏體感量測及籃球、⾜球、滑步⾞、跳繩、體適能等運動體驗，以輕鬆有趣的⽅式，取得⾝體運動數

據，讓家⻑、老師和醫⽣了解兒童最真實的⾝體狀況。

市⻑黃偉哲到場關⼼，與孩童互動並表達對兒童感覺統合智慧雲服務的⽀持。黃偉哲表⽰，體適能檢測報告，讓

家⻑清楚掌握⾃⼰孩⼦的成⻑狀況，也提供學校老師、醫⽣作為制訂體育課程或復健課程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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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業國⼩⾼爾夫育樂營的學⽣，到球場實地體驗果嶺打球的樂趣。（記者林相如攝）

⿇豆區安業國⼩開辦⾼爾夫球育樂營，利⽤暑假的時間帶著學⽣前往⾼爾夫球場，實地體驗果嶺打球的樂趣，現

場還進⾏推桿比賽，學⽣⼤呼過癮，也直說跟平常在練習場揮桿相較，感覺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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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暑假開辦時下最夯的⽔上SUP育樂營。（記者黃文記攝）

嘉南藥理⼤學⽔上活動社利⽤暑假期間推出⽔上活動育樂營，設計多場⽔域活動推廣獨⽊⾈以及ＳＵＰ立式划

槳，讓熱愛⽔上活動的⺠眾，能在這炎炎夏⽇瘋狂玩⽔，揮灑汗⽔與熱情。

育樂營即⽇起⾄九⽉四⽇進⾏，每梯次兩天、每天三⼩時，不同於傳統游泳課的⽔上活動，會先在學校游泳池學

習基本技能，再到港尾溝溪實際操作。嘉藥歡迎熱愛⽔上活動的⺠眾⼀起來體驗。



2022/8/8 上午11:34 統合智能運動體驗會 百名兒童穿戴體感裝置 | 中華⽇報|中華新聞雲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634445 1/2

統合智能運動體驗會 百名兒童穿戴體感裝置
2022-08-06

記者陳治交／台南報導

成功⼤學與台灣⼤哥⼤六⽇在協進國⼩舉辦「兒童感覺統合智能運動體驗會」，現場有⼀百位兒童配戴體感穿戴

裝置，進⾏體感量測及籃球、⾜球、滑步⾞、跳繩、體適能等運動體驗，以輕鬆有趣的⽅式，取得⾝體運動數

據，讓家⻑、老師和醫⽣了解兒童最真實的⾝體狀況。

穿戴式感測裝置、雲端運算、預防醫療相結合，打造數據科技輔助健康運動新概念。（記者陳治交
攝）

市⻑黃偉哲特地到場關⼼，與孩童互動並表達對兒童感覺統合智慧雲服務的⽀持。黃偉哲表⽰，現代家⻑⼗分重

視孩童成⻑及⾝⼼教育，過去難以⽤科技化的⽅式得知兒童的體能狀況，也較難提出適合不同體能兒童的⾜量運

動，⽽今透過體感穿戴裝置，產出平衡⼒、肌耐⼒、爆發⼒、敏捷⼒、速度⼒、協調⼒等六項主要運動的體適能

檢測報告，讓家⻑清楚掌握⾃⼰孩⼦的成⻑狀況，也提供學校老師、醫⽣作為制訂體育課程或復健課程的參考依

據。

體育局⻑陳良乾指出，學齡前兒童處於⾝體及⼤腦發展的⾼峰期，⾜量及正確的運動對兒童整體發展⼗分重要。

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主要是透過穿戴裝置來檢測並分析兒童的運動能⼒，將看不到體能評估予以數位化後上傳雲

端，進⼀步建立台灣兒童體感數據資料庫，讓家⻑、老師、教練以及醫⽣、復建師能清楚了解兒童的真實體能情

況，提供合適的體適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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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在經濟部⼯業局「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專案」⽀持及台南市政府指導下，結合成功⼤

學、台灣⼤哥⼤、晶翔機電、⾼雄榮總、后羿醫學等產學醫三⼤領域共同研發，⾸站以台南為出發點，透過兒童

⾝上穿戴裝置上的5G設備，即時把⾝體上的數據回傳雲端，再透過AI演算，讓資訊做為未來在看兒童成⻑發展

時的參考⽅向，也能做為早療輔助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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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上億研發資金 台灣大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啟動

本文共653字

2022/08/08 09:20:04

經濟日報 項家麟

為提升兒童運動質量，台灣大哥大投入兩年時間、上億研發資金，在日前於台南市協進國小舉辦「兒童感覺統

合智慧雲」成果發表暨「兒童感覺統合智能運動」體驗會，展示全台首創針對兒童體感穿戴裝置及智慧雲端數

據平台服務成果。

台灣大哥大企業用戶事業群副總經理王寶慶表示，台灣大雲端服務助力產業轉型和創新，搭配5G穩定傳輸到

雲端，將科技檢測透過演算法產出平衡力、肌耐力、爆發力、敏捷力、速度力、協調力六項主要運動指標報

讚 0

台灣大哥大攜手國立成功大學、晶翔機電、高雄榮總等專業團隊，共同啟動兒童體感智慧雲服務，台南市長黃偉哲亦到場力

挺。台灣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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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透過可視化AI數據分析，讓家長及老師清楚孩子的真實情況，期許為兒童導入新一代體育教育科技，也是

本計畫首獲中央及地方政府重視並大力推廣的原因之一。

台灣大哥大表示，此案結合國立成功大學、晶翔機電、高雄榮總等學術研究、體感設備、醫療專業產學醫三大

領域指標單位，為幼教業者體育教育升級需求提出科技創新服務，「兒童感覺統合智慧雲服務」也獲得經濟部

工業局「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專案」支持，力挺以大數據提升兒童運動質量，打造台灣為科技運動強

國。

此次合作以眾單位頂尖科技研發能力加持，成功大學林麗娟教授表示，穿戴式感測裝置、雲端運算、預防醫療

的三者的匯集融合下，打造數據科技輔助健康運動新概念。透過雲端管理系統，完整評估數據資料、並藉由後

台資料庫進行數據演算，未來可進一步提供個人化的運動健康處方，亦可有效發現兒童身體發展遲緩，早期介

入醫療讓成效最佳化。

參與研發的高雄榮民總醫院團隊，亦肯定本服務對兒童數據掌握精準，未來更能讓家長、早教業者在兒童早期

發現異狀，及早進行加強改善甚至醫療介入，讓孩子的健康時刻精準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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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雲端服務助力產業轉型和創新，透過穿戴裝置及AI可視畫技術分析，提升兒童運動質量。台灣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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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修齊熱心公益 紀念講座7日登場 緬懷生前貢獻
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359/6518721

洛杉磯 洛城焦點

本報記者／蒙特利公園市報導 2022-08-07 02:15

南加州成功大學校友會與世界日報8月7日聯合在蒙特利公園市（Monterey Park）世界日報
大樓舉辦「台灣實業鉅子——吳修齊先生紀念講座」，緬懷他生前對於社會及公益的重要貢
獻。國立台灣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遠從台灣專程而來參加講座，更具特別意義。

吳修齊為家中長子，1913年出生於台南市學甲區，國小畢業後輟學就業，16歲入職台南最
大的新復興布莊，此後便與紡織業結下不解之緣。1955年吳修齊與吳三連、侯雨利等人聯
合創立了南紡，三人也成為了廣為後世所知的「台南幫」。

自吳修齊與台南幫成立南紡後，對其故鄉台南曾成立私立南台工業技藝專科學校（現為南
台科技大學），幫助多所學校及台南市區建立多座禮堂、涼亭及陸橋，而後成立「吳修齊
紀念雙親文教公益基金會」，持續幫助多所機構及學校建設大樓及其所需，包括捐助成功
大學新台幣1億5000萬元興建「修齊大樓」（現為成大文學院大樓）。

身為台南囝仔的吳修齊，於事業發跡後幫助其母縣建立起不少大樓及基本設施，其貢獻之
大更於1997年榮獲成功大學頒發名譽博士學位，許多校友對這位企業家不僅充滿感激之
情，更對其白手起家的精神十分敬佩。

8月7日舉行的紀念講座由南加州成功大學校友會舉辦，期間分享吳修齊從台南窮苦小城鎮
白手起家，成功創業的經驗及觀點。講座將於8月7日（周日）下午2時至4時於蒙市世界日
報四樓文化藝廊舉行。 

直播鏈接：https://youtu.be/bFYZ5GREOPg，也可點擊附件的二維碼。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359/6518721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cate/la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5%8A%A0%E5%B7%9E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4%B8%96%E7%95%8C%E6%97%A5%E5%A0%B1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5%8D%97%E5%8A%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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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時間：美西時間8月7日2PM-4PM；美東時間8月7日5PM-7PM

有興趣民眾可點擊鏈接後開啟小鈴鐺，在直播當天即可收到觀看通知。

吳修齊先生。（本報檔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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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修齊先生紀念講座直播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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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 ／  洛城焦點

吳修齊紀念講座 明在世報登場
記者張庭瑜／蒙特利公園市報導  2022-08-06 02:17

南加州成功大學校友會與世界日報聯合舉辦「台

灣事業鉅子�吳修齊先生紀念講座」，將於8

月7日在蒙特利公園市（Monterey Park）世界

日報大樓舉行，緬懷他生前對於社會及公益的重

要貢獻。

白手起家創建南紡

吳修⿑先⽣於1997年獲頒成功⼤學名譽管理學博⼠學位。（南
加州成⼤校友會提供）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cat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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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修齊為家中長子，1913年出生於現今的台南

市學甲區，國小畢業後輟學就業，16歲入職台

南最大的新復興布莊，此後便與紡織業結下不解

之緣。此初於新復興布莊擔任學徒時因日文流利

深得老闆重用，在兩年內時間升職為掌櫃，直至

結婚才自行創業，成立新和興布行，也是在這段

時間奠定他未來成立台南紡織公司（簡稱南紡）

的深厚基礎。

吳修齊成立的新和興布行，十年後因第二次世界

大戰開打曾一度歇業，直至情勢緩解便重操舊業

建立三興行，經營從中國大陸進口紗布到台灣的

生意。在生意穩定後的十年，也就是1955年與

吳三連、侯雨利等人聯合創立了南紡，三人也成

為了廣為後世所知的「台南幫」。

台南商幫近代工業先驅

台南幫起源於台灣日治時期，主要成員皆來自於

台灣台南的北門、學甲、佳里、西港、北門、七

股與將軍區等七個鄰近區域，為台南最大商幫之

一，吳修齊則為創始成員之一。後期許多成員皆

為新復發布莊學徒出身而後發跡。新復發布莊為

吳修齊曾任職過的新復興布莊創辦人侯雨利的叔

叔侯基創立。台南幫雖有幫字在內，與黑幫社會

其實皆無關聯，當時許多商人皆以血親、姻親及

鄉親等方式，建立連結成立幫會，目前台南幫旗

下的企業有南紡、統一、太子建設、環球水泥、

佳和實業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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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資興學功在台南

自吳修齊與台南幫成立南紡後，對其故鄉台南的

貢獻功若丘山，期間曾成立私立南台工業技藝專

科學校（現為南台科技大學），幫助多所學校及

台南市區建立多座禮堂、涼亭及陸橋，而後因感

念成立「吳修齊紀念雙親文教公益基金會」，並

持續性的幫多所機構及學校建設大樓及其所需，

包括於成功大學捐助新台幣1億5000萬元台幣興

建「修齊大樓」（現為成大文學院大樓）。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修齊大樓。（成大官網）

身為台南囝仔的吳修齊，於事業發跡後幫助其母

縣建立起不少大樓及基本設施，其貢獻之大更於

1997年榮獲成功大學頒發名譽博士學位，許多

校友對這位企業家不僅充滿感激之情，更對其白

手起家的精神十分敬佩。這次將於8月7日舉行

的紀念講座由南加州成功大學校友會舉辦，期間

分享吳修齊從台南窮苦小城鎮白手起家，成功創

業的經驗及觀點，除了緬懷他的貢獻，也作為勉

勵在美華裔新生代效法的典範。講座將於8月7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5%8D%97%E5%8A%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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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周日）下午2時至4時於蒙市世界日報四樓

文化藝廊舉行。 

直播鏈接：

https://youtu.be/bFYZ5GREOPg，也可點擊

附件的二維碼。

吳修齊先生紀念講座直播二維碼。

直播時間：美西時間8月7日2PM-4PM；美東時

間8月7日5PM-7PM

有興趣民眾可點擊鏈接後開啟小鈴鐺，在直播當

天即可收到觀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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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事業鉅子吳修齊紀念講座7日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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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 ／  洛城焦點

成大校長專程與會 南加校友晚宴相迎

本報訊  2022-08-07 02:13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博士將於8月7日專程飛抵

洛杉磯，出席當天下午的「吳修齊先生紀念講

座」活動。南加州成功大學校友會及基金會當晚

將舉辦一場「南加州成功大學校友歡迎母校蘇慧

貞校長訪洛餐會」活動。

蘇校長是成大建校83年以來第一位女校長，近

年來帶領成大開創新局，近期榮獲台灣《遠見雜

誌》公布「2022年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的亞

軍，僅次於台大。今年是蘇校長在任的最後一

年，因此南加州成大校友們也藉這次餐會來感謝

蘇校長對母校成大的各種貢獻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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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附⼯前教務主任林耀鴻告別⼈間
2022-08-05

成⼤附⼯前教務主任林耀鴻⽣前合家歡樂圖。（陳⾦雄提供）

記者楊淑芬／台南報導

成⼤附⼯校務主任林耀鴻7⽉24 ⽇過世，享年83歲，感於⼀⽣為為教育志業作出卓越貢獻；好友前成⼤主任祕

書陳⾦雄寫下感⼈事略紀念，聞者莫不動容，故舊⾨⽣無限不捨與永恆懷念。

林耀鴻出⽣於台南市安南區農村本淵寮。畢業⾃中原理⼯學院⽔利⼯程學系，因志在教學，曾在國立台灣師範⼤

學教育專業進修班研習，也在國立⾼雄師範⼤學研究所研習；歷任多個學校教職，63年應聘⾄成⼤附⼯任教，

歷任教務主任、訓導主任，總計教學年資41年半，兼任⾏政主管⻑達30年。

教職⽣涯，敬業樂業，每年考績均榮獲甲等。任教成⼤附⼯期間，曾輔導結業⽣資格考，及格率獲全市補校之

冠。承辦教育部79學年度空中教學、補習教育研討會、91年輔導籌辦校友會成立等業務，績效卓著，累計榮獲

記功5次，嘉獎4次，⼆等服務獎章，⼀等服務獎章、資深優良教師四⼗年獎座暨獎⾦等殊榮。

林耀鴻體型壯碩，⾏如風、坐如鐘，循循然現代師表。他⻑年穿著短袖，與成⼤⼯科系周有禮教授，都是短袖，

臘⽉寒冬不改，是成⼤校園特有⼀景，允為老當益壯健者。其⼈⽣修為，品德、品質、品味俱優，是憨厚慈祥⻑

者。職涯發展，與⻑官互動，竭智盡⼒，使命必達；與同仁相處，和藹可親，公私圓融；視學⽣如⼦弟，愛⼼教

學，經師⼈師兼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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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盛頓大學黃正能教授蒞成大  暢談機器學習發展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在智慧運算與影像識別技術全球學界享譽盛名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電機系教授黃正能8月5日下午以「真實世界的影像處理挑戰」為講

題，蒞臨國立成功大學向師生分享深度學習最新突破與趨勢，及其為影像識別、語言處理可

能帶來發展。

隨著時間推移數據量與計算機性能不斷發展，機器學習的運算架構也不斷演變；除了核心理

論推陳出新，有待識別的新數據也可能隨著訓練模組的標籤或定義域設定而有所轉變；本次

演講中，黃正能教授首先回顧過往影像識別技術發展與限制，再提出小數據或無數據影像識

別任務的最新進展，接著介紹他與研究團隊在面對現實世界中，數據取樣概率分布不平均時

克服方式，包含如何在閉集合與開集合狀況下，達到當今全球最佳性能，以及將「類別擴增

學習」(CIL)以及「無監督域適應」(UDA)任務設計達到最佳化設計成果。

黃正能教授以深入淺出方式分析每一種影像運算方式運算邏輯與優劣，說明人工智慧運算影

像辨識技術從過去4、50年前強調各種影像本身特徵值取樣，並在既有數據庫中競逐同類型

圖片辨識成功率，但卻無法與現實世界狀況接軌，到後來衍生參考人類學習方式而發展「圖

片-敘述」(image-text)訓練模型，終於能突破既有窠臼，使影像辨識技術跳脫原有限制，不

一定要蒐集龐大數據或採用硬性訓練模型，而能透過既有文字敘述資料訓練影像辨識人工智

慧，不僅更有效，同時也是現今學界發展機器學習趨勢。

演講結束後，在場成大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院長詹寶珠、副院長楊家輝、成大電機系教授謝明

得紛紛提問向黃正能教授請益，表示透過黃教授演講獲得許多研究上啟發，隨後再由詹寶珠

院長代表致贈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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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正能教授分別於1981年及1983年取得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士與碩士學位，並在1988年取得

美國南加州大學博士學位，1989年進入美國華盛頓大學電機與電腦工程學系(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Seattle)任教，於1999年晉

升正教授；目前黃正能教授擔任華盛頓大學電機與電腦工程系的國際事務負責人，同時他也

是資訊處理實驗室(Information Processing Lab.)創辦人與協同執行長。

黃正能教授專長研究領域為機器學習、多媒體訊號處理、多媒體網路、影像處理、電腦視覺

及圖形識別，目前已在國際期刊、國際會議論文集與書籍章節累積超過400篇研究論文。

校方表示，黃正能教授所率領研究團隊曾獲2015年3D MOT Challenges第1名與2018年AI City

Challenges的Track1：Speed Estimation與Track3：ReIdentification第1名；黃正能教授本人自

2001年起，即為IEEE會士(IEEE Fellow)，曾擔任2021年在西雅圖舉行IEEE世界人工智能物聯

網大會聯合主席，目前是IEEE通信協會多媒體技術委員會(MMTC)成員以及IEEE信號處理協

會多媒體信號處理技術委員會(MMSP TC)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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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志新醫務秘書頒發感謝狀予神經部黃欽威主任。

成⼤醫院⽗親節慶祝活動
／

2022/8/6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醫

院迎接「88節」，提前於8⽉5⽇在⾨

診⼤樓1樓⼤廳舉辦⽗親節慶祝活動，

邀請網路直播鋼琴教學者、線上鋼琴

教學熱搜的張寶文老師鋼琴演奏開

場。
 

　接續邀請神經部兼癲癇科主任黃欽

威醫師來介紹「癲癇發作處理123」，

提醒勤⼒為家庭拚鬥的爸爸也要照顧好⾃⼰，詳細介紹⾯對癲癇病⼈發作時的處理

原則，以降低病⼈發作時的傷害。
 

　⾝為⽗親，有許多⼈忙於⼯作⽽疏於照顧⾃⼰的健康，三⾼上⾝、甚⾄發⽣腦中

風，除了造成⽣命的威脅需及時搶救之外，還可能併發癲癇疾病，比較常⾒的癲癇

症狀包括：不預期的喪失意識、倒地、⼝吐⽩沫、肢體抽筋等。
 

　黃欽威醫師提醒，中、⾼年齡層病⼈平常⽣活習慣要注意飲食均衡、多運動，要

戒菸、不可酗酒，同時要及早防治易導致腦部傷害的疾病，包括：⾼⾎壓、糖尿

病、⼼臟病、⾼⾎脂症等。
 

　成⼤醫院祝福爸爸們：⽗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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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慶88節 鋼琴演奏及健康講座吸引⼤批⺠眾
2022-08-05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成⼤醫院迎接「88節」，提前於5⽇在⾨診⼤樓1樓⼤廳舉辦慶祝活動，現場有鋼琴演奏及健康講座，吸引⼤批

病患及家屬，⿑聲祝福⽗親節快樂！

成醫慶祝88節活動，醫師健康講座吸引⼤批病患及家屬，⼀起祝福⽗親節快樂！（成⼤醫院提供）

88節慶祝活動，現場邀網路直播鋼琴教學者、線上鋼琴教學熱搜的張寶文老師，以鋼琴演奏開場。接著由神經

部兼癲癇科主任黃欽威醫師專題演講「癲癇發作處理123」，詳細介紹⾯對癲癇病⼈發作時的處理原則，以降低

病⼈發作時的傷害，提醒為家庭努⼒拚鬥的爸爸們別忘了照顧好⾃⼰。

黃欽威說，許多爸爸們忙於⼯作⽽疏於照顧⾃⼰的健康，三⾼上⾝、甚⾄發⽣腦中風，除了造成⽣命的威脅需及

時搶救之外，還可能併發癲癇疾病，比較常⾒的癲癇症狀包括不預期的喪失意識、倒地、⼝吐⽩沫、肢體抽筋

等。中、⾼年齡層病⼈平常⽣活習慣要注意飲食均衡、多運動，要戒菸、不酗酒，同時要及早防治易導致腦部傷

害的疾病，包括⾼⾎壓、糖尿病、⼼臟病、⾼⾎脂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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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成⼤醫院迎接「88節」，提前於8⽉5⽇在⾨診⼤樓1樓⼤廳舉辦⽗親節慶祝活動，邀請網路
直播鋼琴教學者、線上鋼琴教學熱搜的張寶文老師鋼琴演奏開場。

（圖說）成⼤醫院迎接「88節」，提前於8⽉5⽇在⾨診⼤樓1樓⼤廳舉辦⽗親節慶祝活動，邀請網路直播鋼琴教學
者、線上鋼琴教學熱搜的張寶文老師鋼琴演奏開場。（記者鄭德政攝）
接著邀請神經部兼癲癇科主任黃欽威醫師來介紹「癲癇發作處理123」，提醒勤⼒為家庭拚鬥的爸爸也要照顧好⾃
⼰，詳細介紹⾯對癲癇病⼈發作時的處理原則，以降低病⼈發作時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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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醫神經部兼癲癇科主任黃欽威（左）進⾏健康講座，現場擠滿⼈潮。（記者鄭德政攝）
⾝為⽗親，有許多⼈忙於⼯作⽽疏於照顧⾃⼰的健康，三⾼上⾝、甚⾄發⽣腦中風，除造成⽣命的威脅需及時搶救
外，還可能併發癲癇疾病，比較常⾒的癲癇症狀包括：不預期的喪失意識、倒地、⼝吐⽩沫、肢體抽筋等。

（圖說）成⼤醫院許志新醫務秘書（左）頒發感謝狀予神經部黃欽威主任（右）。（記者鄭德政攝）
黃欽威醫師提醒，中、⾼年齡層病⼈平常⽣活習慣要注意飲食均衡、多運動，要戒菸、不可酗酒，同時要及早防治易
導致腦部傷害的疾病，包括：⾼⾎壓、糖尿病、⼼臟病、⾼⾎脂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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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醫院許志新醫務秘書（左）頒發感謝狀予張寶文老師（右）。（記者鄭德政攝）
成⼤醫院祝福全天下的爸爸們：⽗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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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175東⼭咖啡公路觀光推廣會 14家在地精品咖啡⿑聚⾏銷
2022-08-06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台南市觀光旅遊局六⽇在安平福爾摩沙遊艇酒店舉辦「台南１７５東⼭咖啡公路觀光推廣會」，邀請⼗四家東⼭

在地通過精品評鑑的業者到場舉辦咖啡市集，並邀請知名作家吳若權、咖啡達⼈林哲豪、東⼭在地青農林俊吉及

成功⼤學USR團隊現場舉辦咖啡講座，全⼒推廣東⼭地區觀光及咖啡公路特⾊主題旅遊。

東⼭咖啡業者⾛出產地到市區⾏銷。（記者施春瑛攝）

市⻑黃偉哲表⽰，台南的１７５公路兩側栽種許多咖啡，也有多家咖啡店，現在被稱為咖啡公路。東⼭咖啡不僅

廣受⼤家的喜愛，同時也通過美國咖啡協會的考驗，獲國際認證為精品咖啡，⽇本的藝術⼤師奈良美智就非常喜

歡東⼭咖啡，市府也寄贈東⼭咖啡到⽇本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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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黃偉哲體驗⼿沖咖啡。（記者施春瑛攝）

東⼭咖啡產業發展協進會理事⻑郭雅聰表⽰，東⼭咖啡的優勢是⾛精品路線，種出來的咖啡豆參加美國咖啡品質

鑑定協會評鑑獲得很⾼分數，已經累計有⼆⼗四⽀咖啡豆被評為精品咖啡。很感謝觀旅局舉辦這場推廣會讓他們

⾛出產地來⾏銷東⼭咖啡，在市區宣傳⼈潮多、曝光度⾼，他們希望能廣為宣傳讓更多⼈知道，尤其是⼭區都是

老⼀輩在經營，若能⾏銷出去可望吸引更多年輕⼈返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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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黃偉哲（中）、觀旅局⻑郭貞慧（右⼆）等⼈到各攤位品嘗咖啡。（記者施春瑛攝）

觀旅局⻑郭貞慧表⽰，這次推廣會邀請東⼭知名咖啡館⼤鋤花間、瑞亦思咖啡莊園及崁頭⼭咖啡館等⼗四家精品

咖啡業者，每家都各⾃有特⾊，⼗四個攤位認真逐⼀品嘗，就會發現每家咖啡的味道都不⼀樣。

郭貞慧說，這次計畫還與成⼤USR團隊合作製作咖啡地圖，從去年到今年，咖啡公路上的店家從⼆⼗多家成⻑

到三⼗三家，顯⾒⼤家對東⼭咖啡的肯定。觀旅局也特別媒合Autumncanele’專賣店、台南⼤員皇冠假⽇酒

店、⾥夫⼿指泡芙三家市區甜點店，讓消費者在⼭上咖啡店也可以吃到知名甜點，市區甜點店家也可以喝到東⼭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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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黃偉哲（中）、知名作家吳若權（右⼆）為東⼭咖啡站台。（記者施春瑛攝）

這場東⼭咖啡推廣會也邀請知名作家吳若權、咖啡達⼈林哲豪、東⼭在地青農林俊吉辦職⼈講座，讓專業的咖啡

職⼈帶⼤家⼀起喝咖啡，喝出咖啡的專業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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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報  商情  熱⾨亮點

吳若權為東山咖啡公路觀光站臺 成功大學USR團隊分享經驗

本文共1311字

觀光工廠 旅遊 臺南市 咖啡館 成功大學 生態 科技 農林 特色

2022/08/06 21:42:15

經濟日報 張傑

為推廣東山地區觀光及咖啡公路特色主題旅遊，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6日於新開幕的安平福爾摩沙遊艇酒

店，舉辦「臺南175東山咖啡公路觀光推廣會」，邀請「大鋤花間咖啡生態農場」等14家東山在地通過精品評

鑑的單品咖啡業者到臺南市區舉辦咖啡市集，且攜手「Autumncanele’專賣店」、「臺南大員皇冠假日酒

店」、「里夫手指泡芙」等3間市區知名甜點店，研發東山咖啡精品甜點組合，並邀請知名作家吳若權、咖啡

達人林哲豪、東山在地青農林俊吉及成功大學USR團隊於現場舉辦咖啡講座，臺南市長黃偉哲也親臨現場與民

眾一起品咖啡，吃甜點。

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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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哲市長表示，東山咖啡多種植於海拔700公尺左右的山上，無論溫度、濕度、土質都適合咖啡生長，是臺

灣在地咖啡的主要產區之一，自日治時期引進咖啡種植，在地咖啡多由農民自產自銷，包括種植、後製、烘

焙、沖煮。

175公路也因咖啡館林立、雲霧繚繞的特殊景觀，成為遊客來臺南必要前往的旅遊景點，東山咖啡是臺南引以

為傲的仙境咖啡，品質和專業度聲名遠播，而喝咖啡的人雖然很多，卻不一定懂得其中專業，比如咖啡種植的

環境、手沖咖啡的工具和技巧、甚至純粹的淺酌咖啡都可療癒心靈。

成功大學蔣鎮宇特聘教授率領USR團隊於現場舉辦咖啡講座。 成功大學USR團隊/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2/08/06/2/18227247.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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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現場也提供了三場由知名作家吳若權老師領軍的職人講座，讓專業的咖啡職人帶大家一起喝咖啡，不聊是

非，今天要喝出咖啡的專業質感，也歡迎市民朋友規劃一趟東山咖啡之旅，尋訪精品咖啡的飽滿果香韻味。

臺南市觀光旅遊局郭貞慧局長表示，喝咖啡對現代人來說，除了將其視為飲品外，也是一種休閒和品味的象

徵，為了吸引更多人一起來參與活動，將人潮帶入東山觀光，觀旅局自今年5月9日起，便積極與東山咖啡農友

研商中長程行銷推廣活動，5月下旬由在東山當地舉辦的評鑑及媒合會先開跑預熱，就已經讓喜愛咖啡的消費

者開始關注東山高品質的精品咖啡，並透過3場的意見交流會議，並透過實體咖啡豆及咖啡專家分享的味覺、

視覺體驗，促進消費慾望，成功傳遞東山咖啡品牌的印象，讓市區的遊客及咖啡業者更能認同品牌的意念，使

遊客對前去東山咖啡公路旅遊更有推力，持續透過品牌建立過程與消費者溝通，運用不同的行銷策略來協助咖

啡農友及推展東山當地觀光。

台南市長黃偉哲與吳若權為東山咖啡站台。 市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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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觀光推廣會除了邀請東山知名咖啡館大鋤花間、瑞亦思咖啡莊園及崁頭山咖啡館等14家精品咖啡業者外，

還特別洽談合作市區幾間知名的甜點店，其中有以精緻法式甜點可麗露為名的「Autumncanele’專賣店」、

擁有星級甜點主廚的「臺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及人氣排隊伴手禮店「里夫手指泡芙」，聯手打造東山精品

下午茶甜點組合，將東山仙境咖啡的氣息，融入精緻的下午茶甜點當中。

成功大學蔣鎮宇特聘教授（右一）與市長黃偉哲（右二）一同合影。 市政府/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2/08/06/2/18227293.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2022/8/8 下午1:05 吳若權為東⼭咖啡公路觀光站臺 成功⼤學USR團隊分享經驗 | 熱⾨亮點 | 商情 | 經濟⽇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6518067?from=edn_search_result 5/6

成功大學蔣鎮宇特聘教授也分享多年輔導東山業者的心得，透過生物科技技術，讓東山咖啡更有層次，吸引日

本人的青睞，現場台南市政府也非常感謝多年來成大團隊對於東山咖啡的鑽研與付出，東山咖啡產發協進會郭

雅聰理事長表示，感謝臺南市政府觀旅局的支持，讓更多人認識高品質的東山咖啡，本次活動除了推廣東山咖

啡之外，同時也要將175咖啡公路上的所有旅遊景點和自然景觀，推薦給所有來臺南的旅客們，如仙湖休閒農

場、174翼騎士驛站的天空步道、西口小瑞士湖光水舍，另外還可以順遊東和蜂文化觀光工廠，開啟東山帶狀

旅遊模式。

黃偉哲市長也於活動中，親自示範手沖咖啡。 市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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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175公路咖啡飄香⼭間 成⼤USR團隊輔
導有成

  2022-08-07 09:20:58  記者陳聖璋／台南報導

（台南新聞）【記者陳聖璋／台南報導】台南的175公路被稱為「咖啡公路」，175公路
的兩側就是咖啡廊帶，栽種許多咖啡，也有許多咖啡店，東⼭咖啡不僅廣受⼤家的喜
愛，同時也通過美國咖啡協會的考驗，得到80分以上的評分，獲國際認證為精品咖啡。

為推廣東⼭地區觀光及咖啡公路特⾊主題旅遊，台南市觀光旅遊局6⽇舉辦「台南175東
⼭咖啡公路觀光推廣會」，邀請14家東⼭區在地、通過精品評鑑的單品咖啡業者舉辦咖
啡市集。

 

▲成⼤團隊多年來輔導東⼭區咖啡業者成果亮眼，南市府辦活動協助推廣。 
（圖／主辦單位提供）

成功⼤學特聘教授蔣鎮宇分享多年來輔導東⼭區咖啡業者的⼼得，他說，「透過⽣物科
技技術，讓東⼭咖啡更有層次，吸引⽇本⼈的青睞」；台南市政府亦非常感謝成⼤團隊
多年來對於東⼭咖啡的鑽研與付出。

東⼭咖啡產發協進會理事⻑郭雅聰表⽰，本次活動除推廣東⼭咖啡之外，同時要將175咖
啡公路上的旅遊景點及⾃然景觀，推薦給所有來台南的旅客們，如仙湖休閒農場、174翼
騎⼠驛站的天空步道、⻄⼝⼩瑞⼠湖光⽔舍，另外還可以順遊東和蜂文化觀光⼯廠，開
啟東⼭帶狀旅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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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旅遊局局⻑郭貞慧表⽰，東⼭咖啡多種植於海拔700公尺左右的⼭上，無論溫度、濕
度、⼟質都適合咖啡⽣⻑，係台灣在地咖啡的主要產區之⼀，⾃⽇治時期引進咖啡種
植，在地咖啡多由農⺠⾃產⾃銷，包括種植、後製、烘焙、沖煮。「175公路因咖啡館林
立、雲霧繚繞的特殊景觀，成為遊客來台南必遊景點之⼀」。

175東⼭咖啡公路觀光推廣活動邀請知名作家吳若權、咖啡達⼈林哲豪、東⼭在地青農林
俊吉及成功⼤學USR團隊於現場舉辦咖啡講座，讓專業的咖啡職⼈帶⼤家⼀起喝咖啡，
喝出咖啡的專業質感，歡迎各地⺠眾規劃東⼭咖啡之旅，尋訪精品咖啡的飽滿果香韻
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