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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郭瑜芬 陳貞螢 獲選最親切藥師
2023-01-30

藥師公會慶祝藥師節舉辦萬⼈票選活動 2⼈獲最多病患與家屬肯定

成⼤醫院藥劑部郭瑜芬（右）、陳貞螢，獲萬⼈票選為醫院服務最親切藥師。（南市藥師公會提
供）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台南市藥師公會慶祝藥師節舉辦「票選醫院服務最親切藥師」活動，在發出的⼀萬張選票中，成⼤醫院藥劑部郭瑜芬、陳貞螢⼆位藥師獲得最多病患與病患家屬

肯定，榮獲醫院服務最親切藥師殊榮。

藥師公會說，郭瑜芬在成⼤醫院服務滿⼗八年，很多老病患只要看到她站在發藥窗⼝，就像吃了定⼼丸，所有的⽤藥問題都可以獲得圓滿解答，她因家中也有⻑

輩要照顧，更加了解⻑者⽤藥的習慣與問題，更能幫病患解決服藥問題，照顧好健康。病⼈的⼀聲「謝謝」，就能讓郭瑜芬⼗分開⼼，也是她能夠在醫院快樂服

務的原動⼒。她畢業於屏東⼤仁藥專藥學科，然後再到嘉南藥理⼤學藥學系⼆技進修，並攻讀⾄成功⼤學⼟⽊系。

陳貞螢是中國醫藥⼤學藥學系畢業，她是台南⼈，從⼩就熟悉台語，因此，對病患⽤台語講解⽤藥指導與衛教，不僅更加道地，也迎合台南在地⼈⼝味，以雙聲

帶與病患溝通，更獲得肯定。她說，負責為病患磨粉和八⼗五歲以上⾼齡⻑者專⽤的領藥窗⼝是很⼤的挑戰，⼀些⾼齡⻑者會⾃認應該優先⽽不排隊，或因為磨

粉病患等藥時間較久，易不耐煩⽽產⽣衝突，需要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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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院票選服務最親切藥師　郭瑜芬、陳貞螢脫穎

⽽出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3-01-30 13:58

由台南市藥師公會舉辦的慶祝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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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藥師在發出的⼀萬張選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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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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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畢業於屏東⼤仁藥專藥學科的郭瑜芬，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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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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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輩要照顧，常和老⼈在⼀起，所以更加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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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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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上⾼齡⻑者專⽤的領藥窗⼝是很⼤的挑戰，⼀些⾼

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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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親切服務病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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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31 上午10:39 郭瑜芬、陳貞螢獲萬⼈票選 為成⼤醫院服務最親切藥師 – 府城⼈語新聞網

https://tainantalk.com/20230130-13/ 1/4

綜合

郭瑜芬、陳貞螢獲萬⼈票選 為成⼤醫院服務最親切藥師
Posted By: TainanTalk  ⼀⽉ 30, 2023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由台南市藥師公會舉辦慶祝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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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的⼀萬張選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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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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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德政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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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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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學。

（圖說）頭髮剪的短短的郭瑜芬藥師，不只服務親切，做事的態度也是簡潔有⼒，很快就能幫領藥病患圓滿解決問題。（記者鄭德政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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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家中也有⻑輩要照顧，常和老⼈在⼀起，所以更加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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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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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習慣⽤台語來做⽤藥指導與衛教的陳貞螢藥師，最容易和病患達成有效的溝通，獲得不少領藥病患的肯定。（記者鄭德政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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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台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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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上⾼齡⻑者專⽤的領藥窗⼝是很⼤的挑戰，⼀些⾼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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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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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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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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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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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智慧⼑把	解決加⼯使⽤痛點

提要

電機系楊浩青團隊整合服務技術	獲經濟部價創計畫補助	為產業注⼊新科技能量

⾼科⼤產學⻑謝其昌（左）與電機系教授楊浩青希望透過「整合智慧⼑把服務之虛擬⼑房計

畫」，協助業界提升機台價值，⼤幅強化我國綜合加⼯機國際市場競爭⼒。	�李福忠／攝影

本⽂共792字

2023/01/30 16:35:35

經濟⽇報	李福忠

台灣綜合加⼯機出⼝逐年成⻑，2021年已達10億美元的市場規模，其中⼑具相關產值已超過⼀億美元。近年來，縱然⾃

動與資訊技術⼤量引進，但全球⾦屬加⼯業仍難以克服加⼯⼑具使⽤上的許多痛點。

有鑒於此，國⽴⾼雄科技⼤學電機系楊浩青教授，帶領團隊累積10餘年的研發能量，投⼊開發具實務應⽤的智慧⼑把、

智慧機邊與⼑具檢測系統等技術，更榮獲經濟部科研成果價值創造計畫「整合智慧⼑把服務之虛擬⼑房計畫」⾼額補

助，團隊更將規劃以新創公司模式，整合多年研發經驗，協助⾦屬加⼯業所⾯臨的加⼯變異難以偵知、加⼯效率難以提

升、⼑具成本居⾼不下、與⼑具磨耗難以掌握等痛點，更有助產業界提升⾃⾝機台價值，⼤幅強化國際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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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電機系楊浩青教授團隊成功研發智慧⼑把，可解決全球⾦屬加⼯業⻑期在加⼯⼑具使⽤上許多難以克服的痛點。	 �李福忠／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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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楊浩青教授組成的師⽣研發團隊，透過學校產學營運處以鏈結及參與國⽴成功⼤學產學創新總中⼼所推動的「⼤

南⽅科研產業化平台」審查與輔導機制參與提案，成功以「整合智慧⼑把服務之虛擬⼑房」技術，獲得今（112）年價創

計畫補助2,100萬元，投⼊研發創新產品技術，將可為⼑具產業注⼊新的科技能量。

楊浩青教授表⽰，當前國外智慧⼑把仍為儀器等級，價格⾼達數⼗萬到百萬元台幣，因價格昂貴難以普及。⽽本團隊擁

有智慧⼑把具Know-how與專利，不僅是台灣本⼟製造且性能近於儀器等級，但價格卻只有量具甚⾄⼯具等級，合理價

格將可廣泛⽤於⾸件加⼯、精密模具、⼈⼯⿒模、與航太組件等精密加⼯之⽤。

除智慧⼑把外，虛擬⼑房計畫更包含智慧機邊與⼑具量測系統。智慧⼑把結合智慧機邊，可估測量產時⼑具狀態，結合

動態調速與換⼑機制，⼤幅提升⼑具使⽤率且降低⼑具成本；⽽智慧⼑把結合⼑具量測系統，可直接在線上偵測及線下

量測，確認⼑具磨耗變化，⽤以衡量⼑具的供應品質。

「整合智慧⼑把服務之虛擬⼑房」技術包含智慧機邊與⼑具量測系統，可估測⽣產線上的⼑具狀態，結合動態調速與換⼑機制，⼤幅提

升⼑具使⽤率降低⼑具成本，還可直接線上偵測及線下量測，確認⼑具磨耗變化。	 �李福忠／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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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房提供⼑具相關的資訊流動，從加⼯前的效率分析，加⼯中的歷程⾃動紀錄，加⼯後的⼑具磨耗⽐對，構成⼑具

加⼯的⼯程鏈，從⽽建⽴具有⾼附加價值的⼑具服務體系。

⾼科⼤智慧⼑把已協助許多⾦屬加⼯業，在⽣產線上成功測試並投⼊實際⽣產使⽤，未來透過價創計畫補助，將可為擴⼤使⽤，為我國

⼑具產業注⼊新的科技能量。	 �李福忠／攝影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3/01/17/2/20085540.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1/2

2023年1月30日

台中市都發局、成大建築系合作共擬都市熱島緩解方針
forgemind.net/media/台中市都發局、成大建築系合作共擬都市熱島緩解

By FAM

2023-01-30

永續城鄉宜居環境-台中都市熱島效應空間策略計畫

隨著氣候變遷，台灣城市在夏季出現熱島效應日益嚴重，影響民眾戶外舒適感受。台中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為落實永續宜居政策，與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合作研擬「永續城鄉宜居環
境-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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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自然風廊，吹走都市熱島，讓城市自然涼。圖／台中市都發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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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都發局於2022年12月
23日在逢甲大學舉行「台中低碳宜居城市─都市熱島退燒策略研討會」，邀請產官學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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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策略的研討。

林子平教授四大方針，緩解都市熱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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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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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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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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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都發局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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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逐步導入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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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都發局與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合作，研擬都市熱島空間策略計畫，打造宜居舒適的城市家園。圖
／台中市都發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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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84.1公尺 ⼤安溪台灣杉 東亞第⼀⾼

位於⼤安溪上游、編號55214台灣杉⾼
達84.1公尺，為東亞最⾼樹。（圖：徐
嘉君提供）

2023/01/31 05:30

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和成功⼤學共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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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能
超過80公尺巨⽊（編號55214）；研究⼈員徐嘉君率領20⼈團隊在⼤年初⼆出發探勘該棵巨⼤台灣杉，⽤⽪尺測量樹⾼
達84.1公尺，確定為台灣最⾼樹，也是東亞最⾼樹，樹齡推估約700到800年。�（記者楊媛婷）

位於⼤安溪上游、編號55214台灣杉⾼
達84.1公尺，為東亞最⾼樹，估樹齡約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3/01/31/75.jpg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3/01/31/7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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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800年。（圖：徐嘉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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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溪倚天劍 84.1公尺台灣杉成全台最高樹
中國時報 李柏澔04:10 2023/01/31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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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林試所今年農曆年間測量⼤安溪台灣杉巨⽊，最後確認編號「55214」台灣杉達84.1公尺、樹圍約8.5公尺。

（徐嘉君提供）

農委會林業試驗所與成功⼤學的合作團隊「找樹的⼈」，在農曆春節期間於⼤安溪上游找到1棵光達資料編號

「55214」的台灣杉，⽪尺實測樹⾼84.1公尺，經資料比對證實為台灣⽬前最⾼的樹，外號「⼤安溪倚天劍」，樹齡

約700~800歲，團隊20⼈春節連假忍受酷寒找到樹⾼破紀錄的樹⽊，歡呼中寒冷與辛苦皆⼀掃⽽空。

「真的好冷！」林試所助理研究員徐嘉君指出，團隊20⼈中包含研究⼈員和紀錄片導演等，⼀⾏⼈1⽉23⽇上⼭，並

在1⽉29⽇下⼭，7天的⾏程跋⼭涉⽔，除了浸泡的溪⽔⽔溫不到10度，在寒流的侵襲下，入夜後低溫更下探⾄零下2

度。

徐嘉君表⽰，由於事先已經⽤光達科技將全台941棵⾼度超過65公尺的巨⽊資料都備妥，資料顯⽰⽬前全台最⾼的樹

很可能就是55214，現場雖有許多⾼聳的巨⽊，但⼀眼就能看出55214「鶴立雞群」。

為了證實樹⾼，團員不畏艱辛，在強風下攀上樹頂，以⽪尺測量，在春節期間團隊能找到84.1公尺破台灣最⾼紀錄的

巨⽊，也是東亞最⾼，讓團隊覺得付出的⼀切努⼒都值得了。

徐嘉君說，登⼭路線有相當的難度與危險性，這次登⼭也包含溯溪與⾛斷崖，其中有團員更在溯溪時被沖⾛⼀⼩段，

⾛過斷崖時也難免腳軟無⼒，甚⾄還有護管員被⽯塊砸傷⼿腕的意外，但最後都有驚無險地抵達⽬的地。

徐嘉君表⽰，55214的樹圍約8.5公尺，與⾼度79.1公尺的台灣杉「桃⼭神⽊」，以及⾼約82公尺的「卡阿郎巨⽊」

樹圍相當，在探查時發現許多樹圍較粗的巨⽊都不會⻑太⾼，樹⾼逾70公尺的巨⽊樹圍⼤多也⼩於10公尺，但這也只

是觀察到的現象，並非樹圍與樹⾼的直接關聯，⽬前也還未有研究證實，⽽55214的樹齡推估⾄少700-8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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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公尺！台灣最高巨樹再創紀錄

2023-01-31 01:58  聯合報／  記者彭宣雅／台北報導

農委會林試所與成大研究人員組成「找樹的人」團隊，利用「空載光達」技術找出全台

樹高逾六十五公尺的巨木，再鎖定可能的最高樹進行實測。團隊人員今年春節期間頂著

寒流上山，在冰冷溪水中逆流而上，走到「生無可戀」，甚至有人溯溪時被沖走、被落

石砸傷、走斷崖腿軟，最後總算在大安溪上游找到編號「五五二一四」的台灣杉，皮尺

實測樹高達八十四點一公尺。

團隊暱稱它是「大安溪倚天劍」，比去年國慶連假上山實測到的「桃山神木」（七十九

點一公尺）還要高五公尺，不僅是台灣目前實測最高樹，也是東亞第一高。

林試所助理研究員徐嘉君說，「找樹的人」一行廿人，除了研究人員，還包括紀錄片導

演、森林護管員、醫護人員等，在大年初二啟程上山，大年初八才下山，這趟不僅路程

遠，還遇寒流，找樹過程艱辛不言可喻。

徐嘉君說，一路要溯大安溪廿公里，接東陽山、西勢山登山路線，從東陽山下切大安溪

上游溪谷五百公尺後，才看到溪谷裡巨木林立。最深刻就是「很冷」，去回都要溯溪，

但寒流來襲，未入夜氣溫就跌到負二度，一行人白天人泡在低溫溪水裡長途行走，冰到

「生無可戀」，全靠意志力苦撐。

徐嘉君還說，一路都是沒人走過的路，護管員協助拿砍刀開路，一度被比小茶几還大的

落石砸傷，連刀帶人滾下去，過程驚險。紀錄片導演因登山經驗少，特別另派嚮導沿路

大安溪上游編號「五五二一四」的 台灣杉，皮尺實測樹達八十四點一 公尺， 是東亞與台灣最高樹。圖／徐嘉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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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但過程仍不免在溯溪時被水沖走一小段，走斷崖時也走到腿軟。

她笑說，利用光達技術把全台九四一棵巨木資料備齊，所有資料都顯示台灣最高樹「就

是它」，用此吸引團隊成行，否則天冷又春節連假，要找齊找樹夥伴不容易，幸好最後

樹高也真的破紀錄，團隊超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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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公尺台灣杉「大安溪倚天劍」 創東亞最高樹紀錄
news.pts.org.tw/article/620440

農委會林試所和成大組成「找樹的人」團隊，在大年初二深入山區，來到大安溪上游確認
編號55214的台灣杉，高度達84.1公尺，不只創下台灣，也創下東亞最高樹的紀錄。

照片中這棵細長的樹，如果你覺得看起來很一般，那是因為靠得不夠近，真站在樹下，人
只有渺小，頭仰盡也不一定能看到樹頂。

為了確認這棵台灣杉到底多高，攻擊手腳踩上升器，大喊一聲後，一步步向天攀升，沒想
到就快到頂時，卻遭遇一陣強風來襲。

農委會林試所助理研究員徐嘉君說：「他在那邊有點要暈船，他有點不太敢上去，因為枝
條那時候已經蠻細的，後來風大概有停10分鐘，他就趕快攻上去，然後再垂皮尺下來
量。」

就在一陣驚險中完成量測，這棵生長在大安溪上游、海拔1650公尺的台灣杉，達84.1公
尺，創下台灣、更創下東亞最高紀錄，林試所與成大組成的團隊成員非常振奮，由於在眾
多60公尺高巨木中挺拔不群，因此為它取名「大安溪倚天劍」。

徐嘉君表示，「其實那邊的大樹很多，所以我們會有這個靈感，就是覺得每棵樹好像在華
山論劍。（這棵樹狀態如何？）非常健康啊。」

位處雪山西側，在水氣多又避風的條件下，編號55214的台灣杉直奔天際。

要見證這棵霸主，花了團隊7天時間，儘管特別選在大安溪水量較少的冬天，成員仍吃盡苦
頭，寒流來襲時橫渡既冰冷又強勁的溪水，一度生無可戀，但親眼見證台灣難波萬，全身
再次注滿熱血，直呼「倚天一出，誰與爭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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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台灣杉巨⽊⾼84.1公尺 創東亞第⼀[影]
2023/1/30 17:41（1/30 18:24 更新）

農委會林試所今年農曆年測量⼤安溪台灣杉巨⽊，最後確認編號「55214」⾼度84.1公尺，不僅是台灣
第⼀⾼，也是東亞第⼀⾼。（圖取⾃facebook.com/TaiwanATG）

（中央社記者張雄風台北30⽇電）農委會林試所今年農曆年測量⼤安溪台灣杉巨

⽊，最後確認編號「55214」⾼度84.1公尺，不僅是台灣第⼀⾼，也是東亞第⼀⾼。

成功⼤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教授王驥魁和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助理研究員徐嘉君共同

策劃的「找樹的⼈－巨⽊地圖計畫」，多年來持續探索台灣⼭林。去年底已調查台灣

台灣巨⽊地圖⾸亮相 5年找到941棵全球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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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逾65公尺的巨⽊共941棵，分布在中央⼭脈、雪⼭、阿⾥⼭等，以單⼀區域⽽

⾔，台灣巨⽊數量在全球名列前茅。

徐嘉君告訴中央社記者，在透過全台空載光達資料時已發現這棵編號「55214」台灣

杉，⾼度約80公尺，有成為台灣最⾼樹的潛⼒，因此在農曆年間組成20⼈團隊前往

測量，最後確認該樹達84.1公尺、樹圍約8.5公尺，不只是台灣第⼀⾼巨⽊，就⽬前

的資料來看，也是東亞第⼀⾼。

徐嘉君表⽰，團隊在農曆春節期間前往「55214」所在的⼤安溪上游實際測量，期間

因為寒流來襲，加上風勢強勁，在海拔約2000公尺的⼭區平均溫度不到攝⽒10度，

更有幾天降到零下1、2度左右，都加深實際測量的難度。

徐嘉君說明，由於測量所使⽤的⽪尺為50公尺⻑，因此需要分段才能完成全樹的測

量，然⽽在測量當下風強、樹搖得很厲害，「4、5個隊員只能先掛在樹上等風

停」，那時候距離樹頂約7、8公尺，相當於近30層的⾼樓上。

徐嘉君指出，估算「55214」的樹齡⾄少700⾄800歲，且⽬前「55214」及其周遭

樹⽊的樹況都很健康，加上地處河⾕地形、不在稜線上，因此也不易有雷擊風險。

徐嘉君打趣說，到了現地感覺像是⼩說裡「華⼭論劍」的情境，⽽這棵「55214」⼜

是最⾼的⼀棵，因此決定將它稱為「⼤安溪倚天劍」，象徵它的獨⼀無⼆。

徐嘉君表⽰，去年底就進⾏位於雪霸國家公園⼭⾕、⾼達79.1公尺的台灣杉巨⽊「桃

⼭神⽊」的等⾝照攝影，預計下個⽉會發表；⽽這幾年來尋找巨⽊的歷程，規劃剪輯

成紀錄片，未來能讓更多⺠眾感受台灣⼭林之美。（編輯：張雅淨）11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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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樹的⼈-Taiwan champion trees
星期六

喔耶！⼩編終於⾛出登⼭⼝了

⼤家有沒有很好奇為什麼找樹的⼈要將台灣難波萬取名為 #⼤安溪倚天劍 呢？

收假前⼀天，就來聽個⼩故事吧。⋯⋯顯⽰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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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 2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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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溪倚天劍」東亞第1高樹！農委會團隊
0度低溫涉水找到

▲農委會林試所團隊發現台灣最高、也是東亞第1高樹「大安溪倚天劍」。（圖／徐嘉君提

供）

記者許敏溶／台北報導

繼去年6月找到超過80公尺高巨木後，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團隊在國人享受春節連

假期間，在大年初二（1/23）出發，過程中遭遇寒流「凍人」0度低溫與溯溪時

「刺骨」痛苦，加上被落石砸到手腕腫起，團隊在跋山涉水後完成不可能任務，

在大安溪上游發現台灣目前已知最高樹、高達84.1公尺的台灣杉，樹齡推估約7到

800年，目前稱為「大安溪倚天劍」，也是東亞第1高樹。

農委會林試所與成大研究人員所組成「找樹的人」團隊，利用空載光達技術搜尋

全台灣樹高65m以上的巨木，發現台灣可能有941棵超過65公尺高巨木，研究團

隊陸續進行現場探勘並測量，找到在雪霸公園山谷的台灣杉巨木「桃山神木」，

高達79.1公尺，一度被譽為「撞到月亮的樹」，之後在卡阿郎溪上游找到高約82

公尺的卡阿郎巨木。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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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團隊發現台灣、也是東亞第1高樹「大安溪倚天劍」。（圖／徐嘉君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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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試所助理研究員徐嘉君等人組成的團隊共20人，在大年初二上山，昨（29日）

才返回，前後共花費7天，在大安溪上游發現這個編號「55214」的巨木，經過攀

樹的攻擊手測量出84.1公尺，也讓「55214」成為台灣第1高樹，也是東亞第1高

樹，團隊也稱為「大安溪倚天劍」。

徐嘉君說明，「大安溪倚天劍」樹圍約8.5公尺，跟之前發現的桃山神木、卡阿郎

巨木相近，樹齡則推估約7到800年，生長在背風面溪谷中，樹上附生植物非常茂

盛，目前沒有命名，團隊先暱稱為「大安溪倚天劍」。

[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

至於為何鎖定「大安溪倚天劍」，徐嘉君表示，之前在光達資料就顯示，

「55214」樹高至少79公尺，加上完整樹幹與頂層枝葉形狀，一開始就看好有很

大機會是台灣最高樹，現場量測也證實當初預判，而且「55214」附近也有許多

樹高超過60公尺以上的巨木，但「55214」在其中更是出類拔萃，一眼就能看

出。

▲▼農委會林試所徐嘉君（見圖）帶領團隊，發現台灣最高、也是東亞第1高樹「大安溪倚天

劍」。（圖／徐嘉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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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是，這次團隊雖然找到「大安溪倚天劍」這個巨木，但過程艱辛程度，遠

超乎外界想像，徐嘉君說，這七天當中碰到寒流，尚未入夜氣溫就跌到零下2度，

來回都要溯大安溪走20公里，等於9天中有2天，雙腳得泡在10度以下的溪水裡長

途行走，可說是冷到骨子裡，自己車禍受過傷的膝蓋，也差一點復發，大家只能

靠意志力苦撐。

此外，徐嘉君指出，「大安溪倚天劍」生長在一般人不會到的地方，研究團隊一

路走的山路，大部分是沒人走過的，還要由護管員拿著砍刀開路，還要溯溪及走

斷崖，也因山路的地質鬆軟，導致落石砸到護管員手腕而腫起來不能動，還好有

隨行醫護人員緊急包紮，在驚險中順利完成任務，大家辛苦都算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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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團隊頂著寒流跋山涉水，發現台灣、也是東亞第1高樹「大安溪倚天

劍」。（圖／徐嘉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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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Yang Yuan-ting / Staff reporter   

Taiwan’s tallest tree found
CHAMPION TREES: The team used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imaging to locate the tree, and
found that it measured a height of 84.1m and had a girth of 8.5m

A team committed to finding the tallest trees in the nation yesterday said that an 84.1m tall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tree had been named the tallest tree in Taiwan and East Asia.

The Taiwan Champion Trees, a team consisting of researchers from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s Taiwan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in June last year used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LiDAR) imaging to find the giant tree, numbered 55214, upstream of the Daan River
(⼤安溪).

A 20-member expedition team led by Rebecca Hsu (徐嘉君), an assistant researcher at the Taiwan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set out to find the tree on Monday last week, and measured it to be 84.1m tall.

An 84.1m tall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tree is pictured upstream of the Daan River in this
undated photograph.

Photo courtesy of Rebecca Hsu

Hsu and Wang Chi- kuei (王驥魁), a professor at NCKU’s Department of Geomatics, initiated the champion
trees program, and after analyzing 54,415 LiDAR topographic maps, they identified 941 giant trees that are
likely to be more than 65m tall.

Among the tallest trees found by the team, a 79.1m tall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tree called the “Taoshan
sacred tree” (桃⼭神⽊) was found in Shei-pa National Park in 2020, and the 82m tall “Ka’alang giant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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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阿郎巨⽊), also a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was found upstream of the Ka’alang River (卡阿郎溪) last
year.

Tree No. 55214 was estimated to be at least 79m tall through LiDAR imaging, and Hsu believed that it could
be the tallest tree in Taiwan based on the shape of the tree trunk and treetop from the LiDAR images.

“Normally,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tree trunk to be visible on the LiDAR images, but the trunk of the No. 55214
tree was clearly presented,” she said.

It is “because the tree is very healthy, and also because there are no other objects nearby blocking it,” Hsu
said.

When the team reached tree No. 55214, they found there were several giant trees taller than 60m near it,
Hsu said, adding that it stood out from the other trees.

The team only had one day to measure the tree, but it was windy, so the tree climbers had to pause the
operation when they were about 8m from the top, Hsu said.

After they finished measuring the tree and found that it was the tallest tree in Taiwan, the team cheered, she
added.

The tree’s girth is about 8.5m,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Taoshan sacred tree” and the “Ka’alang giant tree,”
Hsu said.

The tree is located in a valley of the leeward side of a mountain, Hsu said.

It is estimated to be about 700 to 800 years old, and there is abundant epiphyte on the tree, she said.

The team has mapped 941 trees that are 65m or taller in Taiwan, and the data can help scientists conduct
research on giant trees, Hsu sa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