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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沙崙醫院建設計畫拍板定案 經費核定92.8億元 災害應變
獨步全台
南部新聞台南新聞

梁博超 2023-01-26

文／梁博超

⾏政院18⽇正式發函同意國立成功⼤學沙崙醫療服務與創新園區(下簡稱「成⼤沙崙醫院」)第⼀階

段籌設計畫書，並匡列近93億經費⽀持。協⼒夥伴台南市⻑黃偉哲對⾏政院的肯定表⽰欣慰，更感

謝成功⼤學積極發展急罕重症和兒童醫療、打造南部緊急避難基地，促進醫療產業創新。

成⼤沙崙醫院建設計畫拍板定案 經費核定92.8億元 災害應變獨步全台 (圖/台南市政府)

黃偉哲指出，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為亞太新興永續智慧城市，為台南重點發展區域。成功⼤學作為

在地頂尖⼤學，以地⽅發展為使命，⻑期協助市府推動沙崙⽣活機能數位化與科技產業落地。雙⽅

多次率隊向賴副總統、⾏政院、國發會、經濟部報告、爭取，終成就集結兒童醫療、數位科技、產

業創新、緊急應變的成⼤沙崙醫院。

成⼤校⻑蘇慧貞說明，成⼤沙崙醫院雖將補⾜台南新豐區(仁德、歸仁、關廟、龍崎)醫療資源，但

⽬標不僅⽌於⼀般醫院。未來將設立「南台灣兒童醫療中⼼」、「科技數據中⼼」、和「台灣新南

向衛⽣訓練中⼼」。去年有感於俄烏戰爭、韓國梨泰院踩踏事件，規劃「傷病患臨時收治場所地下

層⼯程及災難應變設施」，定調重⼤傷亡事件援助和戰時緊急救難，為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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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院代理院⻑李經維也補充，天災⼈禍都非任何⼈樂⾒，但醫者為救難⽽⽣，需做好各種準

備，故提出緊急避難醫院概念，感謝各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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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沙崙院區建設計畫拍板定案  產官學攜手創新未來
典範

2023-01-19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臺南市立委王定宇17日晚間在臉書透露，行政

院蘇貞昌院長已簽字批核「成大醫院沙崙院區建設計畫」，第1期總經費92.8億，中央補助

47.8億，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負擔45億，將以教學醫院支應預算，未來還有醫療產業園

區、「急重難罕」醫療中心部份，會再有相對應預算。

國立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聞訊後表示深感榮耀，「沙崙，是蔡英文總統政見與承諾，而這也

是成功大學繼夏漢民校長時期40餘年前參與規劃國家重大建設籌建成大醫院後，再度能透過

主導、攜手產官學參與推動國家重大建設，是全台高教界攜手產官學創新未來典範。」   蘇

慧貞校長表示，「沙崙醫療服務與創新園區」經數年籌劃，能夠從無到有，一再融入不同面

向元素，創造出新時代願景，除了成大團隊的努力，也收到各方協助，特別感謝臺南黃偉哲

市長重視南部地區(新豐、北高雄)醫療資源的造鎮決心與睿智領導、趙卿惠副市長全力投入

居間協調，帶領市府團隊攜手合作，協助成大與行政院各部會討論規劃，也謝謝王定宇立委

等多位地方民意代表關切與支持。  

蘇慧貞校長指出，值此疫後時代，精準醫療、科技投入等已成趨勢，成大醫院沙崙院區將創

造新時代醫療體系，整合性服務，是國家級醫療創新園區；成大將以厚實完整科技能量，攜

手公共政策夥伴、民間產業聯盟，讓沙崙園區成為實踐臺灣智慧產業新結晶，開發永續成長

的新市鎮，建設下世代生活新典範。

蘇慧貞校長說，非常高興在缷任之前能夠完成此一重大任務，更相信繼任沈孟儒校長會以高

度專業及決心接棒繼續推動此一意義深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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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2021年12月31日核定「國立成功大學沙崙醫療服務與創新園區先導計畫」，成大沙崙

醫療創新園區與臺南市政府合作，2022 年為園區元年，第一期工程將在2023年展開，希望

順利延續第二期工程，成大也希望盡快開始與臺南市府討論進行第三期工程相關規劃；成大

沙崙醫療創新園區除積極推動全臺首座醫療服務創新與生醫產業為發展主體科學園區外，積

極完成設立成大沙崙醫院規劃，除了以兼顧區域需求、兒童醫學與國際醫療，也具有平衡城

鄉差距、優化罕病照護、發展特色醫療、精進尖端醫療的服務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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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票選　郭瑜芬、陳貞螢獲成醫服務最親切
藥師

▲成大醫院藥劑部郭瑜芬(右)、陳貞螢(左)，獲萬人票選為成大醫院服務最親切的藥師。（圖

／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由台南市藥師公會舉辦的慶祝2023年藥師節「票選醫院服務最親切藥師」活動，

成大醫院藥劑部郭瑜芬、陳貞螢2位藥師在發出的1萬張選票中，獲得最多病患與

病患家屬肯定選填，榮獲成大醫院服務最親切藥師的殊榮。

原畢業於屏東大仁藥專藥學科(後改制為大仁科技大學)的郭瑜芬，1994年即在成

大醫院藥劑部實習，後再到嘉南藥理大學藥學系二技進修，甚至攻讀至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在校期間不只屢獲獎學金，甚至有出國深造的機會，但考量家中

經濟，最後將出國留學的機會讓給妹妹，讓妹妹得以去美國求學。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5%9C%B0%E6%96%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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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成大醫院服務滿18年的郭瑜芳，很多老病患只要看到她站在藥局發藥的窗

口，就像吃了一顆定心丸，因為所有的用藥問題都可以獲得圓滿解答，她說因為

家中也有長輩要照顧，常和老人在一起，所以更加了解長者用藥的習慣與問題，

也就更能幫病患解決服藥上會碰到的問題，讓他們能照顧好健康，遇到病人對她

說一句「謝謝」，就能讓她十分開心，這也是她能夠繼續在成大醫院快樂服務的

原動力。

陳貞螢是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畢業，大學一年級時，由護理系平轉到藥學系，從

此開啟她的藥學人生，本身就是台南人的她，從小就開始講台語，因此，用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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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對病患做用藥指導與衛教，不僅更加道地，也迎合台南在地病患的心，用台語

來做有效的溝通，更獲得不少病患的肯定。

她說負責為病患磨粉和85歲以上高齡長者專用的領藥窗口是很大的挑戰，一些高

齡長者會認為自己應該優先而不排隊，或是因為磨粉病患等藥的時間會較久，病

患或家屬容易不耐煩而產生衝突，剛到成大醫院藥局上班時，每看到這樣的爭執

衝突場面發生時，一開始也會生氣，心情也會受到影響，但因和父母、阿公阿嬤

三代同住，逐漸養成同理心，就能體會病患和家屬的心情，也練就出親切服務病

患的態度，讓他們獲得滿意和歡喜。

成大醫院藥劑部主任鄭靜蘭表示，郭瑜芬和陳貞螢兩位藥師親切服務病患的態度

真的相當值得肯定，也是其他藥師學習的對象，成大醫院藥劑部會不斷努力來讓

每位領藥病患都感受到藥局視病猶親的親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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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成⼤研發洋桔梗發鹿⾓蕨發光成功
來源:波新聞 | ⽇期：2023-01-26 22:26:05 | 瀏覽次數：2250

波新聞─翁順利／台南

國立成功⼤學與研究團隊⻑期投入研發植物夜間發光技術，今年初在農委會輔導下，成功將發光技術應⽤在洋桔梗及觀葉植物鹿

2種植物，顏⾊最多達到3種，未來農委會將媒合花卉產銷管道，並輔導開發發光植物的產銷商機。

成⼤材料科學與⼯程學系教授蘇彥勳於2015年與資料系涂勝龍博⼠、顏振標博⼠利⽤儲能能源奈米材料原理，結合植物表⾯功

飾技術，以噴灑或⼈⼯塗抹的⽅式，讓不具毒性的發光塗料成功附著在葉片表⾯並吸收到葉脈中，讓葉片有效產⽣物理或化學變

2021年與成⼤藝術研究所暨戲劇碩⼠學位學程⾺薇茜助理教授進⾏合作藝術療癒課程。

蘇彥勳表⽰，該發光塗料能適⽤於各種天然植物，塗覆後不影響植物⾃然⽣⻑，更能重複施作，讓植物在⾃然光或⼀般室內燈光

收光⼦、在夜間發光。研究團隊使⽤的奈米植物葉脈吸收技術，讓植物功能不受損且能共存，過程不須修改植物基因即可達到特

調控功能，另此發光材料已通過SGS國際認證，可安⼼使⽤，也利於國際化⾏銷。

蘇彥勳說，成⼤跨領域研究團隊今年初在農委會輔導下，位於台南鹽⽔的創⽣研究基地成功將發光技術應⽤在洋桔梗與觀葉植物

蕨2種植物上，洋桔梗主要種植在彰化、嘉義、台南，在花卉外銷產品分析中，洋桔梗外銷量僅少於蘭花、多花菊與文⼼蘭，外

本市場極具潛⼒。

⾺薇茜表⽰，此研究是在拓展農業植物與藝術及⽣態環境裝置的美化與共⽣關係模式。洋桔梗本⾝花⾊豐富，花型類似玫瑰，⼜

「無刺的玫瑰」，其花語為「不變的愛」，夜裡發光的洋桔梗，出現紅、藍、綠等3種顏⾊，不僅讓⼈有視覺感官饗宴，未來也

植物藝術療癒與情⼈送禮的絕佳選擇。

發光植物研究成果於2022年榮獲國科會未來科技獎與美國MUSE Design Award 謬思設計⼤獎的「光學設計／農業光學」⾦獎

「產品設計／永續環境」⾦獎及「產品設計／未來科技」⽩⾦獎等多項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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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星星月亮夜發亮 成大團隊讓洋桔梗、鹿角蕨也發光

2023-01-26 15:43  聯合報／  記者胡瑞玲／台北即時報導

國立成功大學與研究團隊長期投入研發植物夜間發光出錦技術，利用儲能能源奈米材料

原理，結合植物表面功能性修飾技術，讓葉片有效產生物理或化學變化，今年初更在農

委會輔導下，成功將發光技術應用在洋桔梗及觀葉植物鹿角蕨2種植物上，未來農委會

將媒合花卉產銷管道，並輔導開發發光植物的產銷商機。

成大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教授蘇彥勳於2015年與資料系涂勝龍博士、顏振標博士利用

儲能能源奈米材料原理，結合植物表面功能性修飾技術，以噴灑或人工塗抹的方式，讓

不具毒性的發光塗料成功附著在葉片表面並吸收到葉脈中，讓葉片有效產生物理或化學

變化；2021年與成大藝術研究所暨戲劇碩士學位學程馬薇茜助理教授進行合作藝術療

癒課程。

蘇彥勳表示，該發光塗料能適用於各種天然植物，塗覆後不影響植物自然生長，更能重

複施作，讓植物在自然光或一般室內燈光下吸收光子、在夜間發光。研究團隊使用的奈

米植物葉脈吸收技術，讓植物功能不受損且能共存，過程不須修改植物基因即可達到特

殊可調控功能，另此發光材料已通過SGS國際認證，可安心使用，也利於國際化行銷。

蘇彥勳說，成大跨領域研究團隊今年初在農委會輔導下，位於台南鹽水的創生研究基地

成功將發光技術應用在洋桔梗與觀葉植物鹿角蕨2種植物上，未來農委會也將媒合花卉

產銷管道；洋桔梗主要種植在彰化、嘉義、台南，在花卉外銷產品分析中，洋桔梗外銷

量僅少於蘭花、多花菊與文心蘭，外銷日本市場極具潛力。

成 大跨領域研究團隊研發 發光技術，今年初成功應用 在洋桔梗及觀葉植物鹿角蕨2種植物上 。圖／成 大團隊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g4NzU=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9C%98%E9%9A%8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BE%B2%E5%A7%94%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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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薇茜表示，此研究是在拓展農業植物與藝術及生態環境裝置的美化與共生關係模式。

洋桔梗本身花色豐富，花型類似玫瑰，又稱「無刺的玫瑰」，其花語為「不變的愛」，

夜裡發光的洋桔梗，不僅讓人有視覺感官饗宴，未來也可為植物藝術療癒與情人送禮的

絕佳選擇之一。

成大團隊表示，蘇彥勳教授的開發研究不僅與馬薇茜進行藝術設計創作等相關課程，也

與台灣大學王淑美教授合作第六產業地方創生、與中研院關肇正研究員研究材料能階設

計、與中正大學機械系賴臆升助理教授異相處理技術等相關跨域研究，讓這項「藝閃夜

光植物」結合科技、藝術、人文等多面向應用價值與藝文涵養。

發光植物研究成果於2022年榮獲國科會未來科技獎與美國MUSE Design Award 謬思設

計大獎的「光學設計／農業光學」金獎、「產品設計／永續環境」金獎及「產品設計／

未來科技」白金獎等多項肯定。

成大團隊表示，期許該研究未來在農委會的輔導下，可以開發發光植物的產銷商機，也

能投入社區與地方等文化與藝術創生計畫，為偏鄉地區創造更多工作機會，協力與公益

團體合作，成為創生的另一種機會，讓經濟效益回饋社會。

成 大跨領域研究團隊研發 發光技術，今年初成功應用 在洋桔梗及觀葉植物鹿角蕨2種植物上 。圖／成

大團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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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84.1公尺「55214」台灣杉破紀錄 為台灣、東亞最
⾼樹

位於⼤安溪上游、編號55214巨⽊⾼達
84.1公尺，為台灣最⾼樹。（徐嘉君提
供）

2023/01/30 09:36

〔記者楊媛婷／台北報導〕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和成功⼤學共同組成「找樹的⼈」團隊，尋找台灣最⾼樹，去年6⽉透過
光達在⼤安溪上游發現1棵可能超過80公尺⾼、編號55214的巨⽊，春節⺠眾都在享受難得的連假，林試所研究⼈員徐嘉
君率領20⼈團隊在⼤年初⼆（1/23）出發，⽤7天時間探勘該棵巨⼤的台灣杉，⽤⽪尺測量⾼達84.1公尺，確定為台灣
⽬前已知最⾼樹，也是東亞第1⾼樹。

林試所徐嘉君和成⼤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教授王驥魁共同策畫「找樹的⼈－巨⽊地圖計畫」，透過群眾⼒量比對5萬
4415張光達地形圖，並找到台灣可能有941棵超過65公尺⾼的巨⽊，並陸續探勘並測量位在雪霸國家公園⼭⾕、⾼達
79.1公尺的台灣杉巨⽊「桃⼭神⽊」，以及位於卡阿郎溪上游的台灣杉、⾼約82公尺的卡阿郎巨⽊。

這次團隊測量的編號55214巨⽊當初從光達顯⽰樹⾼就⾄少有79公尺，徐嘉君當時就看好55214巨⽊極可能為台灣最⾼
樹，因該棵巨⽊在光達呈現完整樹幹與頂層枝葉的形狀，「⼀般來說，光達圖像很難拍出樹幹，⽽55214可清楚呈現⼀
來是該棵巨⽊很健康，⼆來則可能四周並無遮蔽物。」

實際抵達55214巨⽊現場，徐嘉君表⽰附近有許多棵樹⾼超過60公尺以上的巨⽊，55214巨⽊在其中出類拔萃，「⼀眼
望去就立刻能辨識出這棵就是55214！」團隊只有1天的作業時間完成測量，當天風勢強勁，攀樹的攻擊⼿到離樹頂約
7、8公尺處時⼀度因風⼤、樹枝過於搖晃無法再⾏攀爬，利⽤風勢稍停的短暫時間迅速攻頂，並完成測量⼯作，測量出
的數字84.1公尺，立刻讓團隊爆出歡呼，55214巨⽊確定登台灣第1⾼樹。

徐嘉君表⽰，55214巨⽊的樹圍約8.5公尺，跟桃⼭神⽊、卡阿郎巨⽊相近，⽣⻑在背風⾯的溪⾕中，樹齡則推估約7-
800年，樹上的附⽣植物非常茂盛，她說，經探查多棵巨⽊後發現，樹圍較粗的樹通常不會太⾼，⽽樹⾼超過70公尺的
巨⽊通常樹圍都不會超過10公尺，不過樹圍和樹⾼的關係仍待研究進⼀步證實。

台灣林相豐富，更是全球少數存有巨⽊的區域之⼀，徐嘉君說，光達掃出的941棵超過65公尺⾼的巨⽊都已盤點，並建
立基礎資料，未來科學家可利⽤這些資料進⼀步進⾏更深入的巨⽊領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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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嘉君率團隊在春節期間探勘量測

55214巨⽊，⼀看到該巨⽊瞬間，團隊
都驚呼。（徐嘉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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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安溪上游、編號55214巨⽊為台
灣杉，樹圍約8.5公尺，徐嘉君推估樹齡
約700-800年。（徐嘉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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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安溪上游、編號55214巨⽊為台
灣杉，樹圍約8.5公尺，徐嘉君推估樹齡
約700-800年。（徐嘉君提供）

林試所研究⼈員徐嘉君說最⼤的挑戰不

是找樹，⽽是安全地把團隊帶進⼭裡，

也要安全地把團隊帶回家裡。（徐嘉君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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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安溪上游、編號55214巨⽊樹上
附⽣植物非常茂盛，研究⼈員讚嘆是充

滿⽣命⼒的⺟親。（徐嘉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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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加時代 進國立大學不再困難

2023-01-22 01:14  聯合報／  記者許維寧／台北報導

教育部年前公告一一二學年度日間學士班各院、系（組）、學位學程新生招生名額分配

表。補教業者統計，國立大學受到政府政策、國家產業發展影響，半導體、ＡＩ領域擴

充名額持續調增，整體招生名額相較去年再增加約一四○○個。

一○九學年起，為服膺產業需求和國家政策，教育部提出「精進資通訊數位人才培育策

略」，逐年核定頂尖大學擴增資通訊科系招生名額，開啟大外加時代，預計至一一九年

增加培育八點三萬人。

外加名額成長促成國立大學招生名額膨脹，根據高教司統計，今年頂大半導體、ＡＩ等

擴充名額，台大為七十二名、清大七十四名、成大八十六名、陽明交大則為六十六名。

得勝者文教升學輔導老師藍天予表示，整體招生管道名額減少，但國立名額增、占比亦

升。國立大學名額增加多是半導體等擴充名額；私立大學受去年缺額影響紛紛寄存名

額，導致整體名額減少。

升學輔導平台大學問執行長魏佳卉指出，今年學測報名人數因技專、重考生報名，較去

年增加約二千人，但國立大學名額持續外加，學生要進入國立已不若過去困難。

藍天予分析，去年考招改革第一屆重考生人數減少，今年重考生回流，目標勢必更高，

原本上中後段私校學生，重考也會想爭取前段私校甚至國立大學。

藍天予說，升學就像大型實境節目，除自己努力也要猜想對手下一步，去年分發入學可

能因為群眾心理，導致競爭激烈。建議考生，年後仍應把握繁星推薦、個人申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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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參採數A、數B校系增

2023-01-23 00:10  聯合報／  記者許維寧／台北報導

自一一一年起，大學學測數學科分為數學A和數學B，若校系於個人申請階段同時參採

數A或數B，考生只要其中一科達標即可，代表數A、B兩科都報考的學生可選擇的志願

較多。大學端和補教業者分析，今年頂大數個商學院仍只要求參採數A，但不少科系因

去年數A太難，憂心今年又重演恐篩掉太多學生，再新增參採數B。

甄選會資料顯示，台大經濟系A、B、C三組個人申請均參採數A成績，管理學院財務金

融學系、會計系、國企系等也同樣參採數A；商學院龍頭政大如財政學系、金融學系、

會計學系等也都以數A為主；清大計量財務金融學系、陽明交大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

系財務金融組也參採數A。

近年教團呼籲，希望頂大商管類科系可參採數B給社會組學生機會。台大註冊組組長李

宏森指出，商管學系今年仍以參採數A為大宗，認為數B較不符合需求，學校尊重學系

看法。

此外，台大政治系三組、外文系、圖資系今年則將數A、數B均納入參採，李宏森表

示，科系認為學生多少要具備數學能力，但數A、數B中只要其中一科符合標準即可。

得勝者文教升學輔導老師藍天予指出，今年同時參採數A、數B校系確實增加，不只台

大政治去年使用數A，今年增加數B；成大政治去年使用數B，今年新增數A。

藍天予也表示，去年數A太難，學系考慮若只參採數A可能會篩掉優秀的社會組學生，

若能同時參採數B便能減緩困境。

李宏森說，今年台大各系在參採數A、數B以及是否篩選到頂標都做出調整，部分校系

覺得數學重要，但學校也建議可稍微降至前標即可，可讓進入第二階段的生源更廣。

8 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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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1：零缺陷的智慧製造-成大鄭芳田新書發表  盼為
淨零碳排拋磚引玉

2023-01-22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被譽為「臺灣半導體自動化教父」國立成功大

學智慧製造研究中心主任、國立成功大學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講座教授鄭芳田，多年來在

智慧製造和工業4.1 的學術研究有相當豐碩成果，近日在成大圖書館舉辦由成大出版社出版

《工業4.1：零缺陷的智慧製造》中文版新書發表會，不少產學界貴賓出席，讚譽此書為智

慧製造武功秘笈，未來希望能配合2050淨零碳排，以此書闡述知識為基礎發展工業4.2，會

中也進行相關產業議題對談與討論，盼能將這本書推廣至更多受眾。

鄭芳田主任表示，2021年10月與其研究團隊將多年來研究心血集結成冊，委由Wiley-IEEE 出

版的英文專書《Industry 4.1: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with Zero Defects》於全球發行後，受到

不少迴響，目前已售出300多本並發行電子書，當時因蘇慧貞校長認為成大有自己出版社，

應該要發行中文版，於是特別買回版權，花了1年多時間由Wiley-IEEE正式授權成大出版

社，推出中文版《工業4.1：零缺陷的智慧製造》，並此書為教材，開設全英文授課的課

程，盼能拋磚引玉，鼓勵更多志同道合人士和成大學子，勇於投入智慧製造研究。

「我們不能以零缺陷製造為滿足，淨零碳排也是一個問題，未來盼能在此書提及智慧製造平

台上為基礎，往工業4.2(Net Zero)方向發展」。鄭芳田主任表示，工業4.1融合人工智慧、演

算法、資通訊技術、各行業專業知識，要培養關鍵能力並非一蹴可及，然而，中文版比起英

文版更難撰寫，因為要用淺顯易懂文字，深入淺出闡述工業4.1概念，為多加推廣，這本書

原先英文版定價140美金，中文版售價僅台幣2,500元，就是希望能讓更多人了解工業4.1，未

來能配合2050淨零排放，把理論成熟運用在產業上，融合節能減碳概念，達到永續發展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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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不僅收集已經存在的知識，也是陸續開發新知地方，在此發表新書最好不過。」成

大蘇慧貞校長有感而發地表示，很榮幸能夠在成大這個有著生生不息、師生創造地方服務，

在校任職老師們有著源源不絕創造力與精神，相當令人欽佩，成大也一直用這樣生命力，產

生各項創作，這次新書正充分表現這樣精神；鄭芳田教授在發表重要新知與成立智慧製造中

心上都付出相當大心血，這項連結傳統工程科學與未來智慧元素新知，陸續也看見許多技術

轉型實質目標，未來也盼能透過這本書連結產業界，共同達到工業4.1零缺陷，邁向下一個

世代。

現任成大人社中心主任並擔任成大出版社總編輯的外文系游素玲教授致詞表示，《工業

4.1：零缺陷的智慧製造》2022年出版英文版，當時鄭老師有感工業4.1的概念，必須落實在

臺灣人才培育與工業發展，於是率領團隊從事中譯版翻譯工作，成大出版社很榮幸能參與其

中，同時感謝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在經費上支持與成大圖書館協助，能夠讓這次的新書發表

會順利進行，也代表成大出版社感謝蘇慧貞校長在任內，不遺餘力支持出版社發展，才能將

校內師生傑出研究成果具體展現出來，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擔任新書發表會主持人的逢甲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周至宏講座教授，與鄭芳田主任

認識近20年，開場時祝賀新書出版並讚許鄭芳田主任，在德國還沒提出工業4.0概念時，已

經在準備相關智慧機械與製造研究，以工業4.0概念發展出工業4.1，連結智慧製造等相關元

素，將其進行優化，大量運用自動化機器人、物聯網感測、供應鏈互聯、銷售及生產大數據

分析，為產業界帶來深遠影響；然而，在學術界的大家都很清楚，寫一本書比寫一篇論文還

難，因為書籍內容必須要完整、具啟發性，這對很多學者來說相當困難，「可是一本好書對

學術界與產業界影響深遠，尤其能透過成大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更具意義，能展現成大學術實

力，相當難得。」

《Industry 4.1 - 零缺陷的智慧製造》共有11章，前5章描述了自動化的演進和智慧製造發展戰

略，並介紹構建智慧製造必備模組和基礎技術；第6章介紹先進製造物聯雲(AMCoT)框架與

全自動虛擬量測(AVM)、智慧型預測保養(IPM)、智慧型良率管理(IYM)等總體概念，並將上

述所有關鍵技術整合在智慧工廠自動化(iFA)系統平台上；第7章闡述了構建先進雲製造平台

之虛實整合代理人(CPA)和AMCoT框架；第8到10章分別講解 AVM、IPM、IYM原理和實現；

最後一章舉出在面板、太陽能電池、半導體、汽車、航太、碳纖維、和吹塑成型等7個行業

中應用案例。

《工業4.1：零缺陷的智慧製造》新書發表會也吸引不少產業界貴賓出席，申豐特用應材公

司許志民董事長、申豐特用應材公司莫光禮特別助理、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魏燦文理事

長、力晶積成電子製造公司譚仲民副總經理、華邦電子公司李馥源技術副總監、盟立自動化

公司聯合事業群張嘉文協理、聯華電子公司陳明偉經理、聯華電子公司張育誠經理、聯華電

子公司許絮婷秘書、聚和國際公司王邦畯協理、日月光半導體製造公司許智程主任工程師、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謝孫源執行長、國立成功大學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蘇炎坤院

長、國立成功大學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許渭州副院長、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羅裕龍副院

長、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長王涵青皆出席典禮，予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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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教授陳益源談蔡遠進那雙手  紀實金門傀儡戲在興
濟宮公演-閻君膽

2023-01-24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金門報導】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陳益源去(111)年11月29

日在《金門日報-浯江夜話》專欄，撰寫〈蔡遠進的那雙手 記《閻君膽》乙文，透露了金門

傀儡戲大師蔡遠進秘密；筆者有幸11月5日當天晚上隨同陳益源教授參與這次跨海演出，這

齣別開生面的新編戲碼的首度公演，首場演出地點就在臺南市北區成功路86號祀典興濟宮前

廟埕登場；陳益源教授也提供筆者畫家楊天澤筆下的蔡遠進的畫作(楊天澤提供)，乍看之

下，真是栩栩如生、妙筆生花。

全臺首次傀儡戲與布袋戲同台，由「金門傀儡戲劇團」和「高雄天宏園掌中劇團」共同製作

演出，帶來全新戲劇《閻君膽》，已於11月5日及11月12日分別在臺南市大觀音亭暨祀典興

濟宮廟埕、金門金城鎮北鎮廟圓滿演出落幕。

現任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陳益源，長期研究田野調查工作，及致力推動臺灣文學作

家作品的外文譯本；特別的是，他推動大學與社區的在地連結，及民間信仰、閩南文化與金

門學的跨國跨領域合作；不僅長期研究民俗學，近十年來，亦積極投入閩南文化研究，多次

成功舉辦大型閩南文化國際學術會議..等等；讓臺灣文學在國際立足發光發熱最，去年更榮

獲彰化縣文化局第24屆磺溪文學獎「特別貢獻獎」。

去(111)年11月29日成大陳益源教授撰寫〈蔡遠進的那雙手記《閻君膽》在金門日報浯江夜

話乙文刊登，經其同意授權，分享全文如下：

最近隨著《他還年輕》紀錄片的上映，我重溫了吳晟老師的幾部詩集，當讀到他1974年發表

的〈手〉「母親的雙手，是一層厚似一層的/繭，密密麻麻縫織而成……」，我腦海裡浮現

的，竟是金門傀儡戲劇團蔡遠進團長的那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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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1月5日晚上，由金門縣文化局主辦，金門傀儡戲劇團、天宏園掌中劇團聯合演出的

《閻君膽》，跨海來臺南，在北區成功路86號的祀典興濟宮前廟埕隆重登場；我從臺北匆匆

趕到時，廟口已擠滿近百位觀眾，正翹首期盼這齣別開生面的新編戲碼的首度公演。 　　

這齣《閻君膽》的劇本，是成功大學中文系郭璉謙博士專為傀儡戲、布袋戲同臺合演所精心

編創的傑作，節目內容有點小複雜，簡而言之，它是承襲明代小說《喻世明言》第三十一卷

〈鬧陰司司馬貌斷獄〉而來，演的是三國人物的前世今生、因果輪迴。..新戲《閻君膽》，

「閻君膽」在劇中是做為一款酒名(酒精成分：58度)，讓人間秀才司馬貌一口飲下之後，有

勇氣到地府「大膽做半日閻君」，在6個時辰內，審理了「黑袍戰甲無頭壯士」項羽、虞姬

的冤案，以及項羽、虞姬轉世投胎為三國關羽、甘夫人，甚至連結到唐傳奇《虯髯客傳》中

的李靖、紅拂女的故事；其劇情之奇幻發展，以及金門高粱酒、「浯洲鎮風獅」等金門在地

元素加入，令現場觀眾不時發出會心一笑。 　　

我在臺南祀典興濟宮認真觀賞《閻君膽》的演出，第一幕就看到表演舞臺上，左有布袋戲臺

(無憂天，出場人物：白玄子、脫線君)，右有傀儡戲臺(司馬貌家，出場人物：司馬貌、項羽

魂、脫線判官)，中間光影區則為地府，是半日閻君判案的處所，這真是一項富有巧思的場

景設計。

《閻君膽》全劇五幕，演出時間長約2小時，聲光、配樂都很出色，節奏緊湊，絕無冷場；

透過天宏園掌中劇團葉勢宏團長1人分飾多角的精彩口白，和2個劇團8位藝師的精湛操偶，

帶給現場觀眾極為震撼的感官享受。 　　

我個人尤其偏愛看蔡遠進的那雙巧手，他居然可以那麼靈活地操縱16條到20幾條的懸絲，讓

司馬貌順利提起裝著「閻君膽」的酒壺、倒酒、一仰而盡，又能輕易執起名為「一笑半哭」

的毛筆、寫詩、觸額點判。同時，他還能成功地讓「浯洲鎮風獅」猛然拔出揹在身後的寶

劍，舞動自如，之後又迅速地將那把寶劍插回劍鞘之內。 　　

實在很難想像蔡遠進到底是下了多少功夫，才能夠讓他手上的每尊懸絲傀儡所做出的一連串

動作，總是那麼細膩、流暢，栩栩如生，人偶合一的程度直教人歎為觀止。..我經常向初次

見到蔡遠進團長的朋友，介紹他一家三代苦心傳承的金門傀儡戲劇團，告訴大家蔡團長那雙

粗壯厚實的雙手，在白天是緊握著金門遊覽車的方向盤，帶給遊客一路平安，至於到了演出

的時刻呢？我現在想仿效吳晟〈手〉那首詩，這樣說：「蔡遠進的雙手，一攤開/便展現一

尊一尊最生動的傀儡/那是說不完的人生/那是道不盡的故事」。 　　

〔註記〕吳晟〈手〉說他沒有握過筆的「母親的雙手，一攤開/便展現一頁一頁最美麗的文

字/那是讀不完的情思/那是解不盡的哲理」。

(== 結束分隔線 = =)

陳益源教授，出生彰化縣福興鄉番婆村，為臺灣民間文學、民俗學、越南漢文學研究專家、

國際知名學者，現任臺灣中文學會會長、國際亞細亞民俗學會副會長、《台灣文學研究學

報》(THCI 第一級刊物)主編、《金門日報•浯江夜話》散文專欄主筆、教育部漢學研究中

心指導委員、高教評鑑中心人文學門認可審議委員、科技部人文司複審委員，又長期擔任考

選院典試委員、大考中心協同主持人，以及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拉曼大學海外評委…等



2023/1/30 上午10:23 ⼤成報 Great News - 宗廟之旅

https://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7&n_id=274786 3/4

職，曾獲越南社會科學院授予「越南社會文化貢獻勳章」等各種獎勵及榮譽事項，著作等身

(已於臺灣、中國大陸、香港、越南、馬來西亞等地出版學術專著30幾部，主編專書60餘

種，期刊論文近200篇)，學術地位崇高，為人謙沖有禮，備受學界景仰。

民國82年起，陳益源教授先後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也曾於

國立清華大學、世新大學、真理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兼課，主要講授

「臺灣民間文學」相關課程，指導過許多研究生撰寫與彰化文學有關學位論文；近20年來主

辦過20多項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結集出版會後論文集皆頗受好評；關於臺灣民間文學(特

別是彰化民間文學)田野調查採錄，以及臺灣作家作品(包括彰化文學經典)外文翻譯推廣，則

是長期努力奮鬥目標。(飲酒過量，有害健康，禁止酒駕)(未成年請勿飲酒) (于郁金攝/畫作

由陳益源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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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

科技人之三：成大吳敏求 邏輯是最好的武器 培養解決問題的個性
旺報 ⼝述、吳敏求等、撰文、楊倩蓉04:10 2023/01/30

或許命中注定他要⾛上半導體這條路，⼤學聯考時，數學的測驗時間是⼀百⼆⼗分鐘，最快六⼗分鐘後才可以交卷，

他三⼗分鐘就寫完數學，寫完後沒事做，⼜不能交卷，只好再把題⽬從頭到尾檢查⼀遍，結果有⼀題⼆⼗五分的計算

題，他看了看⾃⼰的答案，想到上⼀屆考題，有⼀題答案是無解，於是他就把原先答對的答案改成無解。結果，他的

⼤學聯考數學成績本來可以拿滿分，因此少了⼆⼗五分。

巧合的是，當時他⼀⼼想念數學系，所以選填⼤學科系時，只填了⼗九個志願，第⼀志願是台⼤數學系，第⼆志願是

清華數學系，第六志願則是成⼤電機系。因為⼆⼗五分之差，他跟清華數學系差了兩分，結果被分發到第六志願的成

⼤電機系。吳敏求笑說：「就這麼糊⾥糊塗考上了成⼤電機系。」

如今回想，當年考數學時，他如果寫完就直接趴在桌上休息，不去檢查考卷，就能考上台⼤數學系，⼈⽣從此也就⾛

上不⼀樣的道路。後來他進入成⼤電機系，對半導體的世界產⽣興趣，慶幸老天安排他⾛上這條路，因為後來他發現

⾃⼰其實不是念數學的料，雖然他⾼中數學成績優異，但很會算數，不代表數學好。他表⽰⾃⼰缺乏對四維空間的想

像，如果念了數學系，充其量只是好的數學老師⽽已。

當時他擔任體育幹事，常帶著⼤家⼀起練習，為了提⾼⼤家練習的意願，每次練完跑，他就會將系上提供的雞蛋，發

給每⼈⼀顆，補充⼤家的營養，在那個貧窮的年代，雞蛋的吸引⼒頗⼤。他尤其喜歡難度⾼的運動，他說：「我這個

⼈天⽣喜歡找困難的事做，因為困難的事情參加的⼈少，機會比較多。」

⼤學四年，吳敏求只要求⾃⼰在幾個感興趣的科⽬上拿⾼分，其他科⽬，通過就好。

其中⼤三才開始的半導體課，老師吳添壽不僅教學活潑，對學⽣也有問必答，他這才領悟到，相較於重視理論的數學

系，追求創新的電機系更適合他的個性，於是那時就決定半導體是他未來要⾛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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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半導體在台灣還是很新的概念，就連授課老師也是⼀⾯讀，⼀⾯教學⽣，吳敏求說：「台灣最早開始教半導體

就是我們那個時代，我從那時候開始才對半導體感興趣，這⼀⽣選了半導體就沒有改變。」

⼤學時，運動之外，吳敏求也喜歡動腦的靜態活動，他⼤三開始學橋牌，⼀路玩到研究所⼀年級，研⼆時，甚⾄已經

成為橋牌校隊，代表學校打進⼤專盃，後來還在⼤專盃橋藝錦標賽六⼗六個參賽隊伍中，拿到第六名佳績，這個嗜好

也成為他⼀⽣的興趣。

赴美念書後，⼀直到創業的前⼗年，因為課業與⼯作忙碌，他沒有再打過橋牌。但⼆○○○年，他擔任台灣橋藝協會

理事⻑，重拾打橋牌樂趣；⼆○○四年，還曾帶隊到北京參賽，最後竟然打敗對岸的棋聖聶衛平，拿下冠軍。吳敏求

很清楚⾃⼰是比賽型的選⼿，擁有過⼈的爆發⼒，挑戰愈⼤，難度愈⾼，反⽽會激起他非贏不可的決⼼。

吳敏求的⼤學⽣活雖然體育活動多采多姿，但他表⽰，⾃⼰不是擅⻑社交的⼈，運動通常參加完就離開，很少跟⼈互

動，但也養成他善於觀察⼈的個性。

他說現在回頭來看⼤學四年，如果⼈⽣可以重來⼀次，他會選擇念物理系，研究所再念電機。因為他知道⼤學其實在

學基本原理；基本的原理通了以後，做任何⼯程都很容易。尤其，對他們這種學⼯程的⼈⽽⾔，⼤學若沒接受基本物

理的訓練，對很多事情只知計算，就會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問題就產⽣了。

當時台灣理⼯科系的學⽣著重在基礎⼯程的學習，⼈文課程少有涉獵，⼤家也不認為重要。吳敏求後回成⼤演講時，

往往⼗分⿎勵學弟妹多選修⼈文相關課程，他總以⾃⼰為例，正因為⼤學過度投入理⼯，進入社會⼯作後，在⼈文知

識上摸索得比較辛苦，像⼼理學、理則學都是他覺得⼯作上也會應⽤到的知識。

除此之外，當時⼤學所修習的科⽬，除了專業之外，對他後來的創業幫助都不⼤，所以他⿎勵有創業念頭的學⽣，應

該要多去修習財務相關課程，將來才能讀懂財報。他也建議研習法學相關課程，因為創業必須懂基本的法律常識。理

則學學的是邏輯與推理，也很重要，因為當你邏輯不通時，做事就會做不好。⽽很多研發⼯作，在他看來，基本上就

是數理運算，邏輯想通了，就解得快；如果想不通，反⽽愈做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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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開書單／陳其宏 串聯產業影響力

2023-01-24 04:37  經濟日報／  記者吳凱中／台北報導

佳世達集團董事長陳其宏今年農曆春節推薦讀者《成為引領前

進的力量》、《成為啟動未來的力量》兩本書，當中記錄成大

多位傑出校友的故事，一本是回顧過去，怎麼樣披荊斬棘，另

一本是展望未來，怎樣透過成大校友的力量，能幫台灣創造更

多「護國群山」。

《成為引領前進的力量》、《成為啟動未來的力量》兩本書，

記錄成大多位傑出校友的人生故事，這些校友橫跨科技業、傳

產、學界、文學界及政界，是各行各業頂尖人物。

陳其宏表示，會推薦這本書是因為過去這麼多年，成大累積了2

1萬的校友，學校成立至今已經超過90年，校友在全球各地開枝

散葉，特別是在台灣，大家都知道成大人是企業界的最愛。

陳其宏指出，成大校友的影響力到處都是，不管是對台灣還是

整個世界的貢獻，所以我們當然很希望能夠把成大校友的力量

結合起來，那會是非常龐大的力量，這本書能夠把成大校友在

各個角落、產業的影響力串聯起來，很值得整個產業界學習。

至於對年輕人或產業界有何幫助？陳其宏認為，《成為引領前

進的力量》這本書是成大早期學長姊的故事，這些人在過去影

響力深遠，可引領未來整個產業的方向，都是台灣產業界看的

到的過去成功案例。

https://udn.com/
https://udn.com/news/cate/2/6644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U5MDk=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4%BD%B3%E4%B8%96%E9%81%94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99%B3%E5%85%B6%E5%AE%8F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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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宏說，但是台灣將來何去何從？將來怎麼樣轉型？怎麼繼

續在全世界發光發熱？這就是《成為啟動未來的力量》這本書

關鍵。

佳世達集團董事長陳其宏。記者吳凱中／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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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思改造輪椅助病患　退休飛機維修員獲志工特殊貢獻獎
news.tvbs.com.tw/life/2027772

責任編輯 譚唯臻 報導
 發佈時間：2023/01/29 12:50 

最後更新時間：2023/01/29 12:50

王則雄熱衷志工服務，還寫得一手好字。（圖／成大醫院提供）

8旬退休飛機維修員王則雄投入志工服務至今15年，他用心觀察患者需求，把一身維修飛機
技術拿來改良醫院輪椅，造福使用民眾，獲全國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特殊貢獻獎表揚。

 
 

王則雄說話中氣十足，很難想像竟已84歲。他告訴中央社記者，加入台南成大醫院志工服
務的契機，就是工作久了，也不想接受公司邀請當顧問，認為應該出來找點事做，貢獻回
饋給社會，決定到離家近的成大醫院當志工。

 

 

 

身為退休的飛機維修工程人員，王則雄當年負責把整架客機拆開逐一詳細檢查後再組裝回
去，客機要載客，對於維修的要求相當嚴格，改良輪椅對王則雄來說只是「小意思」。

他觀察發現在醫院中使用輪椅，環境大多是平坦路面，但患者可能因為意識不清等原因而
無法保持端坐，因此協助在輪椅上加裝安全帶，防止患者摔落，另外也針對手煞車使用提
出建議，降低耗損率。

https://news.tvbs.com.tw/life/2027772
https://news.tvbs.com.tw/news/searchresult/news?search_text=%E8%AD%9A%E5%94%AF%E8%87%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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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15年間，王則雄難忘回憶之一，是曾救了2名患者。其中一次是他發現有人倒臥在馬路
上，雖然意識清醒，卻全身動彈不得，他趕忙把人送到急診；另一次則是有患者如廁後，
因腿腳無力站不起身而受困廁所，王則雄路過聽見呼救聲，患者才總算脫困。

 

 

 

在成大醫院社工部組長蘇美珍眼中，王則雄是個熱心又盡責，非常有活力的老人家，從不
推三阻四，答應的事情也不推拖，很久之後才知道他同時得照顧身體不佳的妻子，但他從
未因此事麻煩醫院。

蘇美珍分享，王則雄幾乎每天一大早就到醫院，拎著行李箱巡查輪椅狀況外，也幫忙把被
人亂放的輪椅歸位，若發現辦公室有缺啥，就會巧思重複利用堪用零件或物品以節省經
費，看似很小的事情，卻讓人很感動。

王則雄獲111年全國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特殊貢獻獎表揚。他說，就只是盡了本分，家人也很
支持，因為是做好事。（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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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則雄巧思改造輪椅助病患 獲志⼯特殊貢獻獎
2023/1/29 09:25（1/29 09:36 更新）

8旬退休⾶機維修員王則雄投入志⼯服務⾄今15年，獲全國衛⽣福利志願服務特殊貢獻獎表揚。圖為王
則雄寫⼀⼿好字，和志⼯隊⼀起做公益、寫春聯獲好評。（成⼤醫院提供）中央社記者沈佩瑤傳真 112
年1⽉29⽇

（中央社記者沈佩瑤台北29⽇電）8旬退休⾶機維修員王則雄投入志⼯服務⾄今15

年，他⽤⼼觀察患者需求，把⼀⾝維修⾶機技術拿來改良醫院輪椅，造福使⽤⺠眾，

獲全國衛⽣福利志願服務特殊貢獻獎表揚。

王則雄說話中氣⼗⾜，很難想像竟已84歲。他告訴中央社記者，加入台南成⼤醫院

志⼯服務的契機，就是⼯作久了，也不想接受公司邀請當顧問，認為應該出來找點事

做，貢獻回饋給社會，決定到離家近的成⼤醫院當志⼯。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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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退休的⾶機維修⼯程⼈員，王則雄當年負責把整架客機拆開逐⼀詳細檢查後再組

裝回去，客機要載客，對於維修的要求相當嚴格，改良輪椅對王則雄來說只是「⼩意

思」。

他觀察發現在醫院中使⽤輪椅，環境⼤多是平坦路⾯，但患者可能因為意識不清等原

因⽽無法保持端坐，因此協助在輪椅上加裝安全帶，防⽌患者摔落，另外也針對⼿煞

⾞使⽤提出建議，降低耗損率。

這15年間，王則雄難忘回憶之⼀，是曾救了2名患者。其中⼀次是他發現有⼈倒臥在

⾺路上，雖然意識清醒，卻全⾝動彈不得，他趕忙把⼈送到急診；另⼀次則是有患者

如廁後，因腿腳無⼒站不起⾝⽽受困廁所，王則雄路過聽⾒呼救聲，患者才總算脫

困。

在成⼤醫院社⼯部組⻑蘇美珍眼中，王則雄是個熱⼼⼜盡責，非常有活⼒的老⼈家，

從不推三阻四，答應的事情也不推拖，很久之後才知道他同時得照顧⾝體不佳的妻

⼦，但他從未因此事⿇煩醫院。

蘇美珍分享，王則雄幾乎每天⼀⼤早就到醫院，拎著⾏李箱巡查輪椅狀況外，也幫忙

把被⼈亂放的輪椅歸位，若發現辦公室有缺啥，就會巧思重複利⽤堪⽤零件或物品以

節省經費，看似很⼩的事情，卻讓⼈很感動。

王則雄獲111年全國衛⽣福利志願服務特殊貢獻獎表揚。他說，就只是盡了本分，家

⼈也很⽀持，因為是做好事。（編輯：陳清芳）11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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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旬退休⾶機維修員王則雄投入台南成⼤醫院志⼯服務⾄今15年，他（前排右3）向其他新進志
⼯說明有關輪椅使⽤⽅式。（成⼤醫院提供）中央社記者沈佩瑤傳真 112年1⽉29⽇

8旬退休⾶機維修員王則雄投入台南成⼤
醫院志⼯服務⾄今15年，他⽤⼼觀察患者
需求，把⼀⾝維修⾶機技術拿來改良醫院
輪椅，造福使⽤⺠眾，獲全國衛⽣福利志
願服務特殊貢獻獎表揚。（成⼤醫院提
供）中央社記者沈佩瑤傳真 112年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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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醫陳耀昌斜槓作家　「魁儡花」奪台灣文學獎
news.cts.com.tw/cts/arts/202301/202301252135177.html

Watch Video At: https://youtu.be/3hUXspW3Jy0

綜合報導  / 台北市

台灣醫界知名的血液科權威，操刀全台第一例骨髓移植手術的醫師陳耀昌，行醫之餘，他
就是一位全台跑透透、熱衷在田野考究台灣史的作家，2021年公視推出史詩般戲劇《斯卡
羅》，就是改編自陳耀昌醫師的歷史小說《魁儡花》，而戲劇爆紅之後，陳醫師沒有停下
追尋查證台灣史的腳步，最近又到國境之南，探究「獅頭社之役」，也就是牡丹社事件之
後，清朝淮軍攻打原住民酋幫的一場戰役，結果是1918位淮軍喪命，但其中四百具遺骸卻
到現在還找不到，陳醫師很喜歡到各地小廟去用科學方法查證，經常拼湊出令人意想不到
的成果。其實，陳耀昌醫師自己也是人生勝利組，出身台南醫生世家望族，成績優異到直
接保送台大醫學院，人生也曾經擔任民進黨國代、並且在倒扁時期創立紅黨擔任黨主席，
後來被馬英九提名監委，但提名案未過，於是陳耀昌急流勇退，渴望為台灣這塊土地做些
什麼？61歲時，因為叔叔告訴他陳家第一代在台南的女性祖先是位荷蘭嬤，這開啟了他對
荷治台灣史寫作的興趣，像是《傀儡花》就拿下「台灣文學獎」金典獎，更帶動台灣史追
尋熱潮。接下來，我們就跟著陳耀昌醫師一起去尋寶囉！

把握不用看診的周末，陳耀昌醫師穿上原住民圖騰背心，將身分切換為作家，準備南下展
開考察之旅，疾駛的高鐵上，陳耀昌反覆閱讀自己的歷史小說「獅頭花」，窗外景色從都
市到郊景，陳耀昌的心也早已穿越，回到150年前的台灣。

這一趟旅程，連陳耀昌自己都數不清，是第幾次為了追尋歷史，前進國境之南，陳耀昌
說：「我也覺得萬福廟不夠，我有去找過，我有想過會不會在另一間廟，我沒辦法證明我
就沒去，這樣最好太好了。」與陳耀昌同桌的都是台灣歷史愛好者，一位是白天正職當工

https://news.cts.com.tw/cts/arts/202301/202301252135177.html
https://youtu.be/3hUXspW3J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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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晚上、假日變文史學者的兼職作家，另一位則是成大歷史博士生，老中青三代組成考
察團隊。

陳耀昌說：「我們是一個團隊，我們是有目標的團隊，這位是成大歷史博士班毛帝聖，很
有趣在廟裏面相遇，都在考察就認識了，他也是出版好幾本書，志同道合都想研究台灣
史，變成一個團隊。」

這次團隊出動考察目標，正是陳耀昌著作「獅頭花」，最後一頁的未解之謎，獅頭花故事
背景為，沈葆楨在牡丹社事件後，執行開山撫番政策，1875年發動清朝淮軍，攻打當時頗
具規模的，原住民酋幫「大龜文王國」，史稱「獅頭社之役」，根據文獻記載，一共有
1918位淮軍喪命，其中900多位病死淮軍，被葬在屏東枋寮，400多具已經被挖掘，放置在
白軍營義塚祭祀，那剩下400具淮軍遺骸呢，陳耀昌將目標鎖定在一間連網路定位都找不
到的神祕小廟「圓靜祠」。

陳耀昌說：「這裡呢很奇怪這邊叫做圓靜祠，看這個碑1997年農曆6月28號，在這邊挖出
很多骨頭，這段文章寫說，1636年清朝義勇軍何財勇率兵，我一看就兩個疑問，第一個
1636年還沒有清朝，1636還是明朝，第二個義勇軍何財勇，這段名字怎麼來的？」這間圓
靜祠前方路面，曾在1997年因電信工程，挖出三百多具骨骸會是淮軍嗎？廟門口寫的簡史
卻不是這樣說，陳耀昌發揮醫師考究精神，將簡史內容與歷史資料做比對，揪出許多矛盾
之處，質疑是簡史內容出了錯。

陳耀昌說：「鄉長說那個甕，就說(骨頭)挖出來很快就風化了，後來就埋在這裡，前面是
廟，不確定是什麼甕，只知道說至少有200個骨骸，我說這邊一個謎。」陳耀昌也聯絡到
當年蓋圓靜祠的老鄉長，來還原這裡挖出的骨骸，真實身分為何，前枋寮鄉長說：「這個
何財勇帶兵，這是神說的，是保安宮董事長親自起乩說得，我們就要相信。」

若圓靜祠的簡史，是由保生大帝起乩所寫下，那麼真實性就打上問號，更印證了陳耀昌質
疑廟宇簡史有誤的推論，成大歷史博士毛帝聖說：「我發現他的腦筋，真的動得很快，大
概我就是才講幾個點而已，他就可以把全部都連貫起來，所以基本上只要大概講，我懷疑
他腦袋裡面，應該有內建一個製圖軟體，他可以迅速把它建構起來。」

屏東枋寮是當時清朝設有官府的最南端，過了率芒溪以南就算化外之地，原住民文化又缺
少文獻輔助，今年72歲的陳耀昌就靠雙腳，踏遍屏東每一間廟宇拼湊台灣歷史。像是被翻
拍成戲劇「斯卡羅」的，著作「魁儡花」，同樣也是陳耀昌在屏東考察時，無意間探訪到
一間八寶公主廟，才挖掘出後續羅妹號事件整段歷史。

陳耀昌說：「我常常講說，台灣很多小廟，後面有很大的台灣史，能夠考究出來，對我們
來講是非常興奮的成果，所以我會覺得，老實講我們不會覺得辛苦，會覺得說很忙很忙，
可是有成果的話就非常地高興。」台灣歷史學者劉自仁說：「我們有的時候，像我們比老
師還要年輕，有時老師都是衝在前面的，我們還是跟在後面的，我們有時候一個行程跑下
來，老師還是還有精力的，一直在問東西，我們可能就是癱在旁邊了，老師只要有興趣的
東西，就非常精力旺盛，求知慾非常高。」

陳耀昌1949年，出身於台南醫生世家，父親是醫師母親是藥師，算是所屬年代的台籍菁
英，受到良好教育，陳耀昌追隨父志就讀台大醫學系，理科腦袋卻總裝滿文學墨水，陳耀
昌說：「我高中的時候，沒有什麼升學壓力，你成績太好了，所以我高中就看很多文心叢
刊，我記得我看了兩次，《紅樓夢》看了兩次，《西遊記》不知道看了幾次，其實這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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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久就看了，教科書翻過就記住了，李敖的書我看了很多，所以我們那時候不覺得說，
我們是要來去當一個醫生，我們會覺得說，有一個社會知識分子的責任，有一個這樣的想
法，社會知識分子的責任。」

陳耀昌是台灣血液研究權威，骨髓移植技術第一人，也曾擔任前副總統呂秀蓮，醫療小組
召集人。杏林怪傑滿腔抱負，不甘於只待在醫界，與政治的糾葛特別精采，曾做過民進黨
國代，也擔任過「紅黨創黨主席」，後來被馬英九提名監委提名案未通過，陳耀昌急流勇
退從此退出政壇。

紅黨紅衫軍說：「我是血液科的，我們人類血液是紅色的，而有只有高等動物血液才是紅
色的，所以我們有這樣的生命人。」陳耀昌說：「沒有啦那個領域不適合我，怎麼說不適
合你個性喔，應該這麼講做政治，那個是眾人的事，所以你必須要跟眾人一起去做，像這
個我只要一個人可以去寫，頂多就是像今天這樣，帶著一個團隊的人，就可以找出很多事
情，政治沒有辦法，一個事倍功半一個事半功倍。」

渴望替這塊土地做些甚麼，除了回歸醫師老本行，陳耀昌因叔叔一句話，在61歲時找到人
生新方向，陳耀昌說：「我叔叔跟我說，說我的第一代的女性祖先，我們陳家，第一代在
台南的女性祖先，是一個荷蘭嬤，所以你有荷蘭血統，所以我就對荷治的台灣史，就開始
很有興趣，寫了之後發現台灣的歷史，第一個常常都不是真的，被人家改來改去，改到快
不見了，然後第二個他們描寫過去台灣，過去文獻上描寫的台灣，外國人還是以台灣為
主，可是中國方面清代方面，都是以中國人的心態，所以沒有顯現真正的台灣，所以我寫
完以後就覺得說，我要繼續寫台灣史。」

左手行醫、右手寫書，陳耀昌走上台灣史追尋之路，其中《傀儡花》鉅著，榮獲「台灣文
學獎」金典獎，翻拍成史詩戲劇「斯卡羅」，讓這位最老文壇新秀一炮而紅，更帶動台灣
史追尋熱潮，成大歷史博士毛帝聖說：「他可以說是一種田野行走，在地行走然後再加
上，自己用自己的邏輯考探，揣摩出來的一個很特殊的方式，而且重點是，他竟然可以把
自己看到的東西，用小說寫出來，這很重要為什麼，因為其實比起小說跟論文，你會想看
哪一個當然是小說。」

陳耀昌說：「李敖說他是播種者胡適，所謂什麼叫播種者，用現代的話來講，我覺得說就
是先驅，我覺得我在，譬如說骨髓移植法醫，或者是這些台灣史的東西，我要做一個開墾
者就對了，播種者這樣子，大家對歷史的興趣，將來會有很多，開花結果的東西就出
來。」橫跨杏林與藝文，陳耀昌在醫界鑽研幹細胞，在文壇書寫原漢故事，總是走在最前
頭，在截然不同的領域，回饋最深愛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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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金印講古：回文詩  97歲金門耆老記憶強

2023-01-28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金門報導】現年97歲金門耆老許金印老師曾在2019年6月4

日應國立金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邀請，走進金大校園，為大學生說一則又一則故事、唱一首

又一首民歌，唱作俱佳，博得滿堂喝采。主辦這項「金門耆老‧大學說唱」講座的前金門大

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現為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陳益源忍不住誇說，「許金印老先生歌喉比

歌星還好，講故事能力比大學教授還強，他是金門民間文學重要傳承人，絕對稱得上是金門

民間國寶」；筆者今天將金門耆老許金印講古「回文詩」分享大家，讓這位國寶將金門民間

文學傳承下去，特別的是，金門耆老許金印的故事充滿勵志與忠孝節義。

在陳益源教授穿針引線下，筆者去(111)年曾一同前往許金印老先生家中採訪，當時還有金

門大學華文系助理教授侯建州、金門挺好客棧負責人劉國棋等人共同見證這位97歲耆老正能

量；今天將許金印講古「迴文詩」分享大家，這首典故由來，由許金印老先生口述，許梓恬

記錄，再由小編整理。許梓恬說，這是父親口述他小時候聽過的一首回文詩：

「才秀進今古學開，開學古今有路來；

來路有今通過我，我過通今進秀才；

才子讀書來，來到百花開；

開門部見我，我得狀元才」。

= = 故事結束分隔線 = =

根據維基百科「回文」資料指出，回文，亦稱迴文、回環，是正讀反讀都能讀通的句子，亦

有將文字排列成圓圈者，是一種修辭方式和文字遊戲；回環運用得當，可以表現兩種事物或

現象相互依靠或排斥的關係。 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版「迴文詩」釋義：一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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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字句迴環往復的運用，無不成義，且可供吟詠的詩文；如晉竇滔妻蘇氏所作尤為著

名，也作「回文詩」。

迴文詩是一種按一定法則將字詞排列成文，迴環往復都能誦讀的詩；這種詩的形式變化無

窮，非常活潑；能上下顛倒讀，能順讀倒讀，能斜讀，能互動讀；只要循著規律讀，都能讀

成優美的詩篇。正如清人朱存孝說：「詩體不一，而回文優異」。

迴文詩是我國古典詩歌中一種較為獨特的體裁。迴文詩據唐代吳兢《樂府古題要解》釋義

是：「迴文詩，回復讀之，皆歌而成文也」。

根據中文百科知識「迴文詩」資料指出，迴文詩，也寫作「回紋詩」、「迴環詩」；它是漢

語特有的一種使用詞序迴環往復修辭方法，文體上稱之為「回文體」。唐代上官儀說，「詩

有八對」，其七曰「回文對」，「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用的就是這種措詞方法；充

分展示並利用了漢語以單音節語素為主和以語序為重要語法手段這兩大特點，讀來迴環往

復，綿延無盡，給人以盪氣迴腸，意興盎然的美感；回文形式在晉代以後就很盛行，而且在

多種文體中被採用；人們用這種手法造句、寫詩、填詞、度曲，便分別稱為迴文詩，回文詞

和回文曲；雖然不乏遊戲之作，卻也頗見遣詞造句功力；迴文詩是我國古典詩歌中一種較為

獨特體裁。..迴文詩據唐代吳兢《樂府古題要解》釋義是：「迴文詩，回復讀之，皆歌而成

文也」..迴文詩在創作手法上，突出地繼承了詩反覆詠嘆的藝術特色，來達到其「言志述

事」目的，產生強烈迴環疊詠的藝術效果；有人曾把迴文詩當成一種文字遊戲，實際上，這

是對迴文詩的誤解。劉坡公《學詩百法》言：「迴文詩反覆成章，鈎心鬥角，不得以小道而

輕之」。

本文紀錄者許梓恬老師目前就讀金大閩南文化研究所，現任教於金門縣立金城國中，擔任國

語日報文化課講師、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親職團體帶領人、救國團閱讀思辨課講師、救國團

樹藝手作課講師、新北市立圖書館萬板分館駐點兒童讀書會帶領人、社區樂齡講師、臺灣阿

德勒協會親師諮詢等；長達16年故事志工，分別獲得衛服部所頒之金心獎、銀心獎、銅心獎

等項，目前也是說故事培訓講師；本身也是中華民國金門珠浦許氏宗親會常務理事、台灣金

門同鄉會總會秘書。

民國16年出生許金印老先生，今年高齡97歲，家住金門榜林后湖，幼年家境清寒，11歲才有

機會讀8個多月私塾，後因日軍佔領金門，漢學老師「走日本」下南洋，他的學業也就此中

斷；不過，日本投降後，大概在民國35年左右，他曾聽當年地方上一位楊老師講解一篇文言

古文《南越楊氏寄夫鄭必捷書》，文長近千言，時隔70幾年之後，他仍能以閩南語從頭背誦

到尾，充分展現了他超強記憶力。 　　

許金印說，他小時候媽媽會唱《蚯蚓歌》等童謠給他聽，他也很喜歡聽其他長輩講故事，又

經常買歌仔冊及章回小說回家讀，腦袋裡老早已累積許多民間歌謠與故事；由於自己用心學

習，因此年輕時讀過的《雪梅思君》、《山伯英台》，他到現在還可以朗朗上口；民國33年

聽從烈嶼來的乞丐阿贊所唱的《賭博歌》，他也才聽3次便都記下來了。 　　

許金印與妻子張嬌治育有12個孩子，為了養家活口，他年輕時忙著討海抓魚、辦桌外燴，什

麼工作都做過，46歲之後，在金門縣金寧中小學當工友，直到退休；退休後，他繼續務農，

種植地瓜、花生和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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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金印牽手張嬌治女士說，她的四女兒許梓恬2018年把爸爸介紹到金門風獅爺童書館，為小

朋友講金門故事大受歡迎；但她在此之前，並不知道自己的夫婿居然這麼會唱歌講故古。

　　

2019年6月4日，是許金印第1次步上大學講壇，《紙包風，篾包火》、《行行出狀元》、

《鱟的由來》等民間故事，以及金門蔡復一、許獬、陳刑科與盧軍門(盧若騰)的在地傳說，

紛紛出爐，妙趣橫生。(于郁金攝/部分許梓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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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產業領軍 帶⾼雄邁向轉型、產學合作發
展
2023/1/28 11:48（1/29 10:52 更新）

⾼雄市政府111年10⽉31⽇串聯97家半導體廠商及在地15所⼤學，成立半導體S廊帶產學⼤聯盟，盼透
過公私協⼒，強化產業、⼈才、空間及國際連結。（⾼雄市政府提供）中央社記者曾以寧傳真 112年1
⽉28⽇

南部科技廊帶新⽅向2（中央社記者曾以寧28⽇電）⾼雄市政府⽇前串聯97家半導體

廠商及在地15所⼤學，成立半導體S廊帶產學⼤聯盟，透過公私協⼒，強化產業、⼈

才、空間及國際連結，也盼關聯產業的發展，助⾼雄邁向轉型。

⾼雄市⻑陳其邁上任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與中央合作打造南部半導體S廊帶，吸引

半導體⼤廠台積電進駐楠梓產業園區設廠，成為關鍵樞紐，吸引半導體上、中、下游

完整產業鏈廠商投資⾼雄。⾼雄市政府更在去年成立「半導體S廊帶產學⼤聯盟」盼

確保⼈才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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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會上，有群聯、台積電、華邦電、穩懋、恩智浦、⽇⽉光、穎崴、華泰、默克

等97家廠商出席參與，南亞科技、世界先進、ASML、台灣應⽤材料、科林研發、台

灣帆宣及補丁科技等⼤廠也派代表出席。

⾏政院副院⻑沈榮津當時致詞說，南部半導體S廊帶促進產業發展，帶動⾼雄經濟繁

榮與促進台灣科技產業蓬勃發展，並將在中央與地⽅努⼒下，每年培育1萬名半導體

⼈才，其中，中⼭⼤學和成功⼤學成立半導體學院，是最重要後盾。

陳其邁指出，市府推動半導體⽣態系，打造完整與強韌⽣態系，⾯對地緣政治改變，

讓半導體產業⾯對挑戰時能更即時應對降低風險，營造更好的投資環境，⼈才、技術

創新與研發、育成等⽅⾯則透過成立聯盟，打團體戰。

⾼雄市副市⻑羅達⽣說明，半導體S廊帶產學⼤聯盟成立宗旨，是專業⼈才培育、產

業空間佈局、新創育成、國際合作、技術研發及永續發展，集結產業鏈13個園區、

97家廠商及15所⼤專院校，透過公私協⼒強化產業、⼈才、空間及國際等4⼤連結。

其中產業連結從IC設計、晶圓製造到封裝測試，包括材料與設備來完備S半導體廊帶

產業鏈，可望吸引電⼦零組件、智慧機械等關聯產業成為供應商，同時帶動5G

AIoT、航太及醫材等應⽤產業發展，助⾼雄邁向轉型。（編輯：黃世雅）11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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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發局攜手成大建築系 共擬都市熱島緩解方針

2023-01-30 07:13  聯合報／  記者洪敬浤／台中即時報導

氣候變遷下我國夏季熱島效應日益嚴重，影響民眾戶外舒適感受。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為落實永續宜居政策，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研擬「永續城鄉宜居環境-臺中都市熱島

效應空間策略計畫」，望透過產、官、學三界合作，共創美好家園。

此政策與民生活動密切，未來將有助於戶外活動效益、永續節能減碳、商業經濟發展等

許多方面，因此為了促進各界對熱島議題的討論及公民知識科普，臺中都發局於去年

（2022年）12月23日在逢甲大學舉行「臺中低碳宜居城市─都市熱島退燒策略研討

會」，邀請產官學共同參與策略的研討。

都市熱島的形成是都市長期發展的結果，成大規劃設計學院副院長林子平特聘教授提出

「水綠環境降溫」、「提升通風散熱」、「增加遮蔭涼適」、「空調節能減排」四大緩

解方針，協助臺中市政府找出有效的緩解策略。

為了有效掌握都市的氣溫分布，林子平教授亦率領建築與氣候研究室（BCLab）透過自

架HiSAN即時溫溼度監測網，蒐集臺中市長期溫度變化情形，以具體指認熱島效應高風

險區，並應用國科會「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TCCIP）產置之

高解析度的風速、風向資訊，首創「都市風廊系統」多尺度圖資繪製。

臺中都發局表示，都市熱島攸關每一位民眾的生活品質，延續市長盧秀燕2020年提出

「引風、增綠、留藍」都市退燒三帖特效藥，本計畫透過指認熱島效應高風險區及結合

臺中市自然風廊，吹走都市熱島，讓城市自然涼。圖／臺中市政府都發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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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風廊系統繪製成果，提出熱島退燒改善策略構想，並逐步導入臺中市都市計畫相關

倡議及政策，有助於都市降溫及建築節能，打造舒適淨零的宜居城市。

臺中市政府都發局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 ，研擬都市熱島空間策略計畫，打造宜居舒適的城市家園。圖

／臺中市政府都發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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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隱藏在成大校園裡日治時期古蹟「禮賢樓」 已修復落成
2023/01/27 聯合報／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分享

成大校園中的國定古蹟「原日軍台灣步兵第二聯隊聯大隊本部」，之後稱為「禮賢

樓」，經3年的修復，今日（11日）舉辦落成儀式，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局長陳濟民

表示，感謝成大能夠利用校務基金、並以專業的技術完成修復，有部分大學沒有這

個能力，文資局只能收回管理。

陳濟民今天並特別感謝參與修復的匠師，表示台灣的古蹟、歷建等共有2700多處，

其中109處為國定古蹟，而有修復能力的傳統匠師約有800名，其中只有200名在工

讚 176 分享

00:00:00

影／隱藏在成⼤校園裡的這處國定古蹟 今天修復落成

成大校園內的國定古蹟「禮賢樓」花費3年修復，今天落成。記者修瑞瑩／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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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人才相當不足，目前已提出相關的建議，要求廠商提高匠師的薪資，同時古

蹟的規畫設計費，也較過往提高25%，鼓勵大家參與修復古蹟。

禮賢樓是日治時期保留至今少數的軍事建築之一，成大博物館副研究員蔡侑樺表

示，日軍當時在台南共有3期的永久兵營計畫，有別於之前的木造建築，永久兵營都

是以最新式的鋼筋混凝土技術建成，目前校園內仍保留有兩期的建物，第2期共有3

棟建築，是3期建築中最為華麗的，分別是禮賢樓、大成館（工業設計系館）及歷史

系館，都被列為國定古蹟，也是校園內最重要的古蹟，其他還有多處的市定古蹟與

歷史建築。

禮賢樓落成於1912年，戰後1945年由國軍進駐，1966年成為成大校區一部分，196

8年改建為學人宿舍，命名為禮賢樓，目前由藝術研究所進駐，2003年指定為國定

古蹟，2019年展開修復，總經費4390萬元，文資局補助4成。

今天的落成儀式包括即將卸任的校長蘇慧貞、新任校長沈孟儒等都到場，蘇慧貞表

示，任內8年幾乎每年都編列2000萬元經費，修復校園內的古蹟，這些都是其他大

學沒有辦法競爭擁有的珍貴資產。沈孟儒則表示，上任後也將繼續修復其他的古

蹟。

蔡侑樺表示，修復過程中發現許多的特色，例如大樑採用當時最新研發的專利技

術，由鋼筋混凝土構成的主筋與翼板、形成桁架系統，樓板也是用當時最新的擴張

網與竹節鋼筋；另外為了減輕隔間的重量，採用金屬網支撐，取代過去的木板，都

是在其他的日治建築中沒有的。

其他還包括過去因為做為宿舍而被封閉起來的室內通風窗，這次藉著整修，讓部分

重見光明，還有裝飾用的牛腿構造、北向立面山牆，也都相當華麗，同時因為整

修，意外發現一些舊建築的小祕密，包括地磚背內黏貼的日治時舊報紙，藏在建築

隔間裡的日治時期磁器等，未來都將有機會一一展出。

成大表示，校園內的3處國定古蹟中禮賢樓已完成修復，大成與歷史系館，則完成外

牆與結構補強，未來還需進一步修復。

https://reading.udn.com/read/tag/%E5%8D%9A%E7%89%A9%E9%A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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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園內的國定古蹟「禮賢樓」花費3年修復，今天落成，圖中為減輕隔間的重量，日治時期採用新式的鋼筋網。

記者修瑞瑩／攝影

成大校園內的國定古蹟「禮賢樓」花費3年修復，今天落成。記者修瑞瑩／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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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園內的國定古蹟「禮賢樓」花費3年修復，今天落成，並舉辦剪綵儀式。記者修瑞瑩／攝影



2023/1/30 上午11:08 頂⼤扶弱計畫 名額科系更多了 | 文教新訊 | 文教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6915339 1/5

頂大扶弱計畫 名額科系更多了

2023-01-24 01:38  聯合報／  記者趙宥寧／台北報導

為消除教育不平等，促進階級流動，各大學特設分組，降低弱勢生入學門檻，或優先錄

取經濟不利生、新住民子女。全台近六成科系設有弱勢生扶助計畫，其中包含台大等多

所頂尖國立大學的特設分組，名額逐年緩升，頂大名額達數百個。教育部也設有願景計

畫，今年共十一所國立大學、一三三校系提供五五八個名額，較去年增加六個校系、九

個名額。

台大個人申請「希望組」名額從去年五十六人增加為五十七人，全校五十五系皆設有希

望名額。考生只要學測國英達前標、數B社達均標，就有機會錄取台大法律、外文系；

另外也提供兩個名額給醫牙科系，學測國英數A自然皆須達頂標，就能獲得競爭資格。

清大「旭日招生組」名額卅六人與往年無異，陽明交大併校後成立「屯蒙組」，將提供

七十六個扶弱名額；而在頂大名單中，成大「成星招生組」提供八十七個名額最多，其

中包含十六個生醫科系名額。

根據各大學簡章，學生透過特設分組入學，可享學雜費減免及獎助學金，中央大學提供

每人每學期可獲二至五萬元助學金，共頒發四年，另補助經濟弱勢學生至國外研修，一

年最高五十萬元；清華大學提供低收、中低收入戶學生來校面談交通費及部分住宿費，

入學後可申請減免學雜費、住宿費及助學金，每年十萬元獎學金。

此外，教育部推動「願景計畫」，優先招收住在鄰校縣市的弱勢或特殊境遇生，就近就

讀十一所國立大學，包括海洋、台南、東華、屏東、台東、暨南、嘉義、宜蘭、聯合、

大學扶弱計畫  製表／趙宥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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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和金門等大學，共一三三校系提供五五八個名額，較去年增加六個校系、九個名

額，考生可參酌各系分則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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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與國立⼤學出版社於台北國際書展共同聯展
2023-01-30

(海⼤提供)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

國立臺灣海洋⼤學表⽰，邁向第31屆的2023台北國際書展重返新春之際開展，將於明（31）⽇⾄2⽉5⽇熱鬧開放。海⼤今年也持續與國立⼤學出版社於台北世

貿⼀館B509展位共同聯展，並於展期間舉辦海⼤新書《傭船契約專論》、《留學⽣華語》、《外籍⽣留台⽣存⼿冊》及《烏⿂養殖Mullet and Its

Aquaculture》分享講座，展現多元包容的跨界視野，並呼應本次聯展「越讀學界」主題，突破框限、跨界學習。

海⼤擁有全臺唯⼀以「海洋」為主軸的⼤學出版中⼼，出版作品囊括教育、科技與⼈文。現今不論散裝或貨櫃航運市場，締結傭船契約(C/P)的關係普遍存在，

以確保貨物的運送，由於各國立法內容具有差異，《傭船契約專論》蒐集傭船契約之範本，結合海商理論依據，並引證國內外知名案例等進⾏系統性分析，深入

論述，理論與實務兼備，有助於國貿、海洋運輸、海洋教育、保險與銀⾏實務及海洋實務之相關⼯作。

具領先全球的海洋海事科研技術的海洋⼤學，每年吸引來⾃世界各地的優秀外籍碩博⼠⽣就讀。《外籍⽣留臺⽣存⼿冊》以多元語⾔與多元文化的⽅式呈現國際

留學⽣在臺灣的發現，將臺灣⼈習以為常的⽇常⽣活，匯集成跨文化衝擊與體驗的篇章，是⼀本師⽣共創的跨文化華語學習教科書，也是未來有意來臺深造之外

國學⼦的跨文化學習地圖。《留學⽣華語》集結海⼤學位⽣華語教師的教學經驗，提供校園⽣活常遇到的情境中，可以直接應⽤的語⾔材料，適合以通過華語文

能⼒測驗準備級、A1等級為⽬標的國際學位⽣華語課程使⽤。兩部作品是海⼤近年透過⽣活體現、華語學習、輔助國際學⽣充實在臺留學⽣活的成果展現，將為

讀者們帶來共好共榮的跨文化饗宴。

與台灣⽔產學會、世界養殖學會和亞洲⽔產學會共同出版的《烏⿂養殖 Mullet and Its Aquaculture》專書，是由海⼤終⾝特聘教授廖⼀久院⼠與國際機構

Network of Aquaculture Centres in Asia Pacific資深研究員Eduard集結來⾃全球29位頂尖的烏⿂⽔產養殖專家學者執筆，將最新的研究技術、成果、加⼯

技術以及菜餚等編輯成書，受到亞洲⽔產學會主席Alice Joan G. Ferrer讚賞為⽔產及漁業領域相關⼈⼠的「必讀之書」。

此外，本次海⼤參展書籍還有將軍詩⼈汪啟疆老師的詩集《漂泊與歸宿》、《戰爭的島、和平的⼈—⾦⾨、⾺祖、我們》；由廖鴻基老師編著的海洋文學作品

《北⽅海岸的漁村故事》、《沒有掌聲的討海⼈》；造船界的海運前輩⾃傳《向右轉動你的⼈⽣-黃朝文的螺槳故事》；介紹漁業文化與漁村文化的繪本《來到

漁玩-漁港的⽇常》、《來到漁玩-漁村的尋趣》、《漁村尋寶之旅》；休閒漁業與漁村的旅遊資訊《請問漁村怎麼玩-臺灣16條漁村旅遊路線全攻略》；⾥海的

概念教材《臺灣⾥海-與海洋和諧共榮的社區故事》；海⼤與國家地理雜誌合作出版的《海洋科學概論暨其時代議題》，淺顯易懂的解釋海洋科學原理，完整揭

開⽔下世界神秘⾯紗。

今年度國立⼤學出版社聯展由中興⼤學、中⼭⼤學、中央⼤學、成功⼤學、政治⼤學、清華⼤學、臺北藝術⼤學、臺灣師範⼤學、臺灣海洋⼤學、臺灣藝術⼤學

等10所國立⼤學出版社共同策劃，呈現各校學術特⾊，跨越不同領域，今年的亮點為多本深入探討臺灣在地的語⾔、文學、⽣態及⾃然科學、社會科學、乃⾄藝

術⼈文與⽣命議題，落實學術深植社會的價值與責任的出版品，各校並同時於連續6天的書展期間舉辦近30場講座。

國立⼤學出版社聯展於書展期間提供現場購書優惠折扣，單本9折、3本85折、5本79折，另憑國內⼤學教職證及學⽣證，不限本數全⾯79折。同時結合博客

來、⾦⽯堂、誠品、讀冊等網路書店，網路書展全⾯79折，感謝廣⼤讀者的⽀持，歡迎踴躍購書。

2023TiBE台北國際書展

地點：台北世界貿易中⼼展覽⼀館B509展位 國立⼤學出版社聯展

時間：1/31-2/5（⼆-⽇）10:00－18:00

2/3 & 2/4（五&六）10: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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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新書分享講座

講座主題: 《傭船契約專論》新書分享會

講座時間: 2/2(四)11:3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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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尿無痛以為就沒事…結果竟罹「上泌尿道上皮癌」！台灣發生率冠全球，住這3縣市要多

撰文 | 郭美懿整理 日期 | 2022年12月23日 分類 | 癌症 圖檔來源 | 達志(示意圖非當事人)

胡先生喜歡戶外運動，退休後常邀約友人到處爬山。3年多前突然發現尿裡有血絲，左後腰部隱隱有不適感，除此之外

以為是爬山太累，多喝一些水並吃了家裡自備的止痛藥，尿液中帶血和腰痛的情況就改善了；然而，2個月後類似的情

先生到泌尿科門診就醫，經詳細檢查發現左側輸尿管內有癌細胞，切片診斷為上泌尿道上皮癌。

成大醫院泌尿部戴大堯醫師表示，胡先生接受根除性手術，確認為第一期癌症，追蹤3年至今無復發，在醫師建議下也戒除

以前戶外運動的生活。胡先生笑說，以後一定會好好注意自己的身體，再也不敢輕忽了。

人體的泌尿道系統，是腎臟製造尿液，經腎盂的匯集由輸尿管送至膀胱儲存，再由尿道將尿排出體外；其中，腎盂及輸尿

和尿道則為下泌尿道。泌尿道系統是由泌尿上皮細胞所構成，這些細胞如果產生病變癌化，就稱之為泌尿上皮癌；上泌尿

輸尿管的上皮細胞病變所產生的癌症。

台灣上泌尿道上皮癌的發生率與鄰近國家、歐美相比，高出4～5倍之多，據台灣癌症登記報告顯示，2019年就新增近4千

發生率高居全球之冠，其中以嘉義、台南及高雄沿海地區的發生率高於其他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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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臨床觀察，腎功能不佳、洗腎患者、抽菸、年紀大、有中草藥服用史、接觸過化學有機溶劑，以及曾居住西南沿海

的人有較高的罹病比率。經過這幾年大量研究發現，中草藥內的馬兜鈴酸及地下水內的重金屬砷，可能是台灣高發生率

戴大堯醫師說，大約有8成的上泌尿道上皮癌患者初期症狀是尿中有血。但尿中有血在排尿時並不會疼痛，且出血可能時有

為只是泌尿道結石而不以為意，直到血尿越來越嚴重才就診，而延誤早期治療的時機。

上泌尿道上皮癌的惡性程度高，復發可能性也高，治療方面建議在癌症未轉移前接受根除性手術，摘除有問題的腎臟和輸

當成熟的手術經驗且術後復原速度快，手術方式可依照個別狀況，由醫師與病人討論採取傳統開腹、腹腔鏡手術或達文西

癌症已有轉移，開刀的效果有限，常會以化學治療或免疫治療為主。

戴大堯醫師提醒，若發現無痛性血尿，應立即前往泌尿科就診；平時則要注意自身健康狀況，不抽菸、不飲用地下水、勿

藥，以降低罹癌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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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持續緊繃 達爾CEO盧克修：全球須做好雙供應鏈

準備
2023/01/25 20:31

在美國上市的半導體供應商達爾科技（Diodes）董事⻑、總裁暨執⾏⻑盧克修表⽰，由於美
中關係持續緊繃，全球企業必須做好未來有中國、非中國供應鏈的準備。 （擷取⾃成功⼤學
官網）

〔編譯盧永⼭／綜合報導〕在美國那斯達克交易所上市的半導體供應商達爾科技
（Diodes）董事⻑、總裁暨執⾏⻑盧克修，近⽇接受「⽇經新聞」訪問表⽰，由
於美中關係持續緊繃，全球企業必須做好未來有中國、非中國供應鏈的準備。

盧克修表⽰，晶片公司也必須坦承，在做有關投資地點等等地決策時，政治因素逐
漸⼤過商業考量，「全世界已經承認，安全的半導體供應鏈是個國家安全議題，因
此先前對晶片產業的商業思維和對低成本的追求，並不總是能奏效」。

　他指出：「如果晶片安全等於國家安全，那麼無論多麼困難，每個國家都希望完
全掌控，只要他們有能⼒做到這⼀點。展望未來，從美國、⽇本到德國和中國，這
些主要經濟體只會希望加快向在岸晶片⽣產的轉移。」

　盧克修說，台灣擁有收入居全球第⼆⼤的半導體產業，必須維持其技術優勢，以
確保⾃⼰的供應鏈安全。

　他還描述等待晶片製造商的那個未來：「如果⽣產是在中國，就要服務中國當地
市場，若⽣產是在非中國場所，則將服務全球其他市場。這樣的分割也許不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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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之間發⽣，但企業必須能做到這⼀點，以在新的環境中營運。」

　盧克修表⽰，促使這項改變的美中緊張關係不會消失，兩⼤強權之間的地緣政治
緊張肯定會持續下去。

　盧克修1946年⽣於台南，成⼤電機系畢業，並取得德州理⼯⼤學電機系博⼠，
從1973年起就投入晶片產業，曾擔任德州儀器⾼級主管，2005年成為達爾科技董
事⻑暨執⾏⻑；在他的領導下，達爾科技的營收從2005年的2.148億美元增⾄
2021年的18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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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養生保健

長者體重減輕、食欲大降… 醫師評估缺「鋅」

記者吳淑玲／綜合報導  2023-01-19 02:00

一名88歲老翁，因為體重和食欲下降，就醫發現近期功能衰退且為重度衰弱，抽血檢

驗呈現貧血、淋巴球減少、血鋅及維生素B12缺乏。醫師開立口服鋅劑補充與使用抗鬱

劑藥物，治療後老翁的進食量開始增加，皮膚癢的狀況不再高度需要藥物控制，體重也

逐漸回升。

3年間體重輕5% 死亡風險增

台灣成大醫院表示，這名老翁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失智症、全身性皮膚炎與小腸憩

室出血等疾病，出現咳嗽症狀後進行新冠病毒快篩，呈陽性反應，入住隔離病房照護。

患者出院後考量個別需求安排居家醫療服務。高齡者合併有體重降低及食欲不振，是營

養不良的高危險群，需要儘早尋求醫療評估。

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醫師王冠元指出，社區高齡者約15至30%有食欲不振的問題，醫

院和護理之家的比例更高，高齡者營養不良的問題還會因生理狀態（如：疾病及牙齒功

能衰退等）和心理狀態（如：憂鬱症及失智症等）而加重。體重降低的高齡者，有三分

之一最終被診斷出惡性腫瘤，如果不是主動飲食生活調整的體重減輕，可預測死亡率會

提高，像是社區居住的高齡者若在3年間體重減輕5%，會增加死亡的風險。

醫師說，⾼齡者若在3年間體重減輕5%，會增加死亡的風險，此為⽰意圖。（本報資料照片）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cate/health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7%B3%96%E5%B0%BF%E7%97%85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5%A4%B1%E6%99%BA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9%86%AB%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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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蠔是鋅含量高的食物。（本報資料照片）

食物中以海鮮類的鋅含量最高，例如干貝等。（本報資料照片）

鋅有副作用 別過量補充

王冠元說，「鋅」可以提高人體抵抗病毒感染的免疫細胞功能、降低病毒繁殖的能力，

達成抗病毒的活性，而高齡者和慢性病患者的鋅不足風險較高。當患者因營養不良或消

化系統疾病，影響礦物質吸收導致缺鋅時，會造成味覺與嗅覺的喪失、食欲不佳、心情

低落、免疫力降低、傷口癒合緩慢、腹瀉和頭髮顏色改變或落髮等問題。慢性肝病或慢

性腎臟病的患者也會有鋅缺乏的風險，而利尿劑等藥物的使用，也可能會加重鋅從尿中

流失。

鋅補充劑可在醫師評估下使用，副作用可能有噁心、嘔吐等，若胃腸不適、無法耐受，

可改為飯後服用。而過量補充鋅，會干擾鐵質及銅的吸收，長期使用要評估可能的傷

害。王冠元提醒，高齡者應先確認有鋅缺乏的問題再補充，比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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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efforts toward net zero showcased at
Asia-Pacific Forum & Exposition for
Sustainability
By Taiwan Panorama
2023/01/20 09:00

Taiwan has excellent wind resources, especially off the coast of Changhua, where offshore
wind power has tremendous development potential. (photo by T...

https://www.taiwannews.com.tw/en/search?keyword=Taiwan%20Pano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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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22, Taiwan hosted the Asia–Pacific Forum & Exposition for Sustainability (APFES) for

the first time, showcasing the results of joint research by industry, academia, and government

and demonstrating Taiwan’s commitment to achieving net zero carbon emissions by 2050. As

well as reflecting international trends in carbon reduction, the expo highlighted the resul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s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by local

governments, universities, and businesses around the country, including clean water, urban

and rural sustainability,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While the goals of the policies driving

these may seem far off, through the harnessing of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across fields

and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they are slowly but surely being integrated into all aspects of our

lives.

A natural advantage

At the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Summit, Dr. Tsai Ling-yi, director of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and toxic substance management a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noted that some 90% of Taiwan’s carbon emissions come from fuel combustion. With regard

to energy transition, Taiwan is keeping pace with international trends by beginning to  invest

in hydrogen  energy and carbon capture technologies. It is also targeting two areas of energy

generation where the island has a particular natural advantage, by pursuing R&D in offshore

wind power and geothermal power.

According to a study by international offshore renewable energy intelligence company 4C

Offshore, 16 of the world’s 20 best potential sites for offshore wind farms are located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wind channel created by Taiwan’s Central Mountain Range and the Wuyi

Mountains of China’s Fujian Province, coupled with the strong northeasterly monsoon, makes

Taiwan’s west coast a rich source of wind energy, with the winds in the seas off Changhua

County particularly powerful.

In the past, offshore wind power construction in Taiwan was dominated by foreign vendors,

bu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moves to localize production, with homegrown

companies like Swancore Renewable Energy, J&V Energy Technology, Yeong Guan Energy

Technology, and Tien Li Offshore Wind Technology launching joint ventures with suppliers

and forming the “Offshore Wind Power Taiwan Team.” Dedicated to developing a domestic

industrial value chain, the team hopes the relevant technologies will take root here.

In last year's Taiwan Sustainability Action Awards (TSAA), in the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SDG category the Taiwan Power Company (TaiPower) received a Silver Award for its

Offshore Wind Farm Project Phase 1. Tai Power has built 21 wind turbines in the waters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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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hua, which are capable of producing an average of 360 million kilowatt-hours (kWh) of

electricity a year, or enough to power about 90,000 households. During construction, Tai -

Power used bubble curtains to absorb noise from the project and consulted with fishermen

and with dolphin and whale watchers to put in place ecologically friendly measures for the

creatures. To avoid affecting the nearby oyster harvest, the team changed its approach to

drilling and excavation work and avoided the coastal oyster beds, thus reducing the

ecological impact.

Bringing sustainability to the campus

Looking closer at the expo booths, it is clear that universities have achieved no less in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fforts tha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 In fact, because schools

are likely to be more connected to local communities, they can serve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and help to promot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For

example,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NYCU), which won a Gold Award in the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category, has launched the Hsinchu Living Museum,

which will be based in the former Sixth Fuel Factory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maintaining the historical traces of industry under Japanese rule alongside the later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buildings that populated the site, while helping visitors understand the

past through videos, interactive theater, and virtual reality tours.

In the field of sustainable energy, many universities have set u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enters that integrate the UN SDGs into school operations through initiatives like green

buildings and carbon neutrality.

In addition to promoting the wellbeing of Taiwan, professors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s

College of  Scienc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College of Bio resources and Agriculture

have worked with the Delta Electronics Foundation to help Tuvalu, one of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address it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Development of low-energy modular water

recycling systems, hydroponic vegetable farming systems, and water quality and climate

sensing systems can all help the Pacific island nation deal with fundamental issues around

its drinking water, food, and sanitation needs.

Toward net zero together

In his book 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 Bill Gates says: “The countries that build great

zero-carbon companies and industries will be the ones that lead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coming decades.” Many Taiwanese enterprises are working with academia to develop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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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technologies, such a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s successful creation of

Taiwan’s first carbon-negative pilot factory. The carbon-negative technology converts the

carbon dioxide (CO2) in flue gas into methane, ethane, and propane, with the methane in

particular being useful in making Taiwan more self-sufficient in energy.

Meanwhile the ethane and propane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primary feedstocks for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subverting the traditionally energy-intensive nature and high carbon

emissions of that sector. Professor Chen Chuh-yung of NCKU’s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notes that some 15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s have been granted for various

core technologies such as CO2 capture and puri fication, regeneration of CO2 absorber, and

hydrogenation catalysts, showing that Taiwan’s carbon-negative technology is on par with the

res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future, such technologies will be extended to all of

Taiwan’s biggest carbon emitters, including CPC Corporation, Taiwan Steel Group, TaiPower,

and Formosa Plastics Group.

Another of the TSAA gold winners, this time in the “Affordable Energy” category, was Taiwan

Sugar Corporation,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for constructing solar power installations on

idle land and on stormwater retention ponds. Once completed, this project is expected to

boost Tai sugar’s green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by some 700 million kWh per year,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reaching carbon  neutrality.

Another SDG focuses on innovative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 and one of the gold medalists in

this category was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for its massive investment in electric vehicle

R&D in recent years. In 2020, Hon Hai established the Mobility in Harmony (MIH) Open

Electric Vehicle Alliance to promote cross-sector cooperation so as to shorten development

cycles and accelerate innovation. So far, more than 2,200 vendors from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joined the alliance. After less than two years, the Hon Hai– Yulon Motor joint venture

Foxtron has already launched pre-orders for its newly developed Model C electric SUV,

becoming Taiwan’s first domestic electric car brand.

Taiwan has an excellent foundation in the ICT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ies thanks to

companies like TSMC, ASE, AU Optronics, and Tong Hsing Electronic, many of which are

world leader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Bringing these companies together to harness this

expertise will drive the electric vehicle revolution in Taiwan.

On Earth Day (April 22) last year, President Tsai Ing-wen announced Taiwan’s goal of net

zero carbon emissions by 2050. In March 2022 the Executive Yuan announced “Taiwan’s

Pathway to Net-Zero Emissions in 2050,” a road map for achieving this, focusing o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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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governance foundations of technology R&D and climate legislation, and proposing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energy, industry, lifestyles, and society. The government has

budgeted for investments of some NT$900 billion by 2030 to drive this net zero

transformation. Moreover, the Taiwan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Energy is continuing its

advocacy work, encouraging universities and businesses to implement the UN’s 2030 SDGs.

Already, Taiwan is making progress toward tru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ina Xie/photos by Lin Min-hsuan/tr. by Geof Aberh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