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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書照亮家扶兒 愛一直都在 成大校友會連續4學期捐贈自修 幫助學習更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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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書照亮家扶兒，愛一直都在，成
大校友會連續4學期捐自修幫助學習
更有力。（南台南家扶提供）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儘管
疫情仍在警戒中，台南市成大校友
會為幫助家扶孩子提升升學競爭
力，於8月17日第四次至南台南家扶
中心舉辦贈書會，此次共有50位學
子受惠。

  成大校友會表示，在家扶服務的
經濟弱勢家庭中，很多孩子希望透
過升學考上好學校來翻轉生命，但因為參考書很貴，且經濟緣故往往沒有預算
或買不下手，因此校友會持續舉辦贈書活動，讓家扶兒更得到助力，也能夠更
有力量。

  出席贈書活動的臺南市教育局王崑源副局長表示，對於成大校友會善行義
舉，積極投入社會公益，給學生最即時的幫助，表示肯定與感謝，也鼓勵所有
獲得幫助的學生，能善用資源，努力向上，未來有機會也能成為一個知福造
福、回饋社會的人，讓善的循環永續下去。

  成大校友會張簡永祥會長在贈書會中分享補教經驗談：最近幾年升高中大學
命題趨勢走向情境化，全面素養題型，學生更是需要模擬及仿真的參考書來練
習，這類書籍訂價都不便宜。他進一步以補教經驗勉勵學生，平時在學校要認
真聽講，回家除把課本讀熟外，再把參考書的重點整理看完理解，然後最重要
的就是要勤做講義的題目，反覆練習錯的題目，要問人或自行弄懂，這樣才能
提升應試能力。段考前，建議學生可上網到各學校免費下載歷年段考題來練
習。

  台南成大校友會在2年前發起照亮家扶兒「擁抱知識˙擁抱希望」的贈書專
案，客製化提供參考書協助積極準備升學的家扶兒，由孩子開書單，再由校友
會採購，孩子不必煩惱書太貴買不下去。成大校友會希望的就是學生將書本的
知識化為力量，透過升學翻轉未來。

  在贈書活動中，張簡永祥會長感謝理監事會及校友們的捐款支持，也特別感
謝榮譽校友-志光公職集團林進榮總裁、大成長城公司及遠大塑膠陳定興董事長
（亦為校友會副會長）等校友們大力捐款與協助。

  南台南家扶李保良主任表示，感謝成大校友會連續四學期提供實用且珍貴的
自修書籍給予家扶學子，讓學子在學習的道路上裝載好裝備努力向上拚成績，
在學習的過程給予莫大的實質幫助，也成為助學希望工程非常重要的一大推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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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書照亮家扶兒 成大校友會連續4學期捐贈自修書 幫助學習
更有力

tainantalk.com/20210817-10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儘管疫情仍在警戒中，台南市成大校友會為幫助家扶孩子提升升
學競爭力，於8月17日第四次至南台南家扶中心舉辦贈書會，此次共有50位學子受惠。

（圖說）成大校友會由張簡永祥會長（中）率領，連續4學期捐自修書幫助南台南家扶兒，
讓他們學習更有力。（記者鄭德政攝）

 成大校友會表示，在家扶服務的經濟弱勢家庭中，很多孩子希望透過升學考上好學校來翻
轉生命，但因為參考書很貴，且經濟緣故往往沒有預算或買不下手，因此校友會持續舉辦
贈書活動，讓家扶兒更得到助力，也能夠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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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台南市成大校友會為幫助南台南家扶孩子提升升學競爭力，8月17日第四次至南台
南家扶中心舉辦贈書會，此次共有50位學子受惠。（記者鄭德政攝）

 出席贈書活動的臺南市教育局副局長王崑源表示，對於成大校友會善行義舉，積極投入社
會公益，給學生最即時的幫助，表示肯定與感謝，也鼓勵所有獲得幫助的學生，能善用資
源，努力向上，未來有機會也能成為一個知福造福、回饋社會的人，讓善的循環永續下
去。

 成大校友會張簡永祥會長在贈書會中分享補教經驗談：最近幾年升高中大學命題趨勢走向
情境化，全面素養題型，學生更是需要模擬及仿真的參考書來練習，這類書籍訂價都不便
宜。他進一步以補教經驗勉勵學生，平時在學校要認真聽講，回家除把課本讀熟外，再把
參考書的重點整理看完理解，然後最重要的就是要勤做講義的題目，反覆練習錯的題目，
要問人或自行弄懂，這樣才能提升應試能力。段考前，建議學生可上網到各學校免費下載
歷年段考題來練習。

 台南成大校友會在2年前發起照亮家扶兒「擁抱知識˙擁抱希望」的贈書專案，客製化提供
參考書協助積極準備升學的家扶兒，由孩子開書單，再由校友會採購，孩子不必煩惱書太
貴買不下去。成大校友會希望的就是學生將書本的知識化為力量，透過升學翻轉未來。

 贈書活動中，張簡永祥會長感謝理監事會及校友們的捐款支持，也特別感謝榮譽校友志光
公職集團林進榮總裁、大成長城公司及遠大塑膠陳定興董事長(亦為校友會副會長)等校友
們大力捐款與協助。

 南台南家扶中心主任李保良表示，感謝成大校友會連續四學期提供實用且珍貴的自修書籍
給予家扶學子，讓學子在學習的道路上裝載好裝備，努力向上拚成績，在學習的過程給予
莫大的實質幫助，也成為助學希望工程非常重要的一大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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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高齡失智 南美館成醫老年所合作
cdns.com.tw/articles/444250

南美館與成大醫學院老年學研究所合作，將合作建構南美館為高齡失智友善美術館。（記者林雪娟攝）

記者林雪娟⁄台南報導

台南市美術館和成大醫學院老年學研究所，十七日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藉由推廣活動
和學術資源交流共享方式，透過藝術介入高齡失智研究領域、發展藝術介入高齡與失智照
護工作與培育跨領域專業人才，希望擴大失智照護效益、開拓美術館實踐友善平權新篇
章。

南美館表示，國內六十五歲以上高齡者達三九六萬人（一成六八），衛福部統計二０一八
年國內因失智症就醫就有二十七萬一千人，一九年更竄升為國內第十三位主要死因，國外
博物館也以高齡、失智為發展對象。

南美館館長林育淳表示，促進各族群文化近用與文化參與為當代博物館與美術館發展新趨
勢，因應高齡社會，雙方先前舉辦失智藝術體驗與學術論壇，與在地館所結盟推出「LiHA

Pass」社交處方箋，開啟跨領域交流，日後將以建立高齡失智友善美術館。

成醫失智症中心主任、熱蘭遮失智症協會理事長的成大老年學研究所所長白明奇指出，藝
術治療能刺激認知、喚起情緒與想像力，增進溝通能力，減緩問題行為與精神症狀，透過
館舍合作，成為台灣創意高齡課程推手，近日並將出版《藝術與高智》教科書。

因疫情，高智和照護者減少外出社交，南美館強調日後將持續建立安全並具支持性環境，
規劃多元活動方案，鼓勵照護者與長輩共同參與，開創台南在地創意老化新願景。

2021-08-18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44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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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館與成大老年所續簽合作備忘錄 共創藝術介入高齡失智
新篇章

tainantalk.com/20210817-20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臺南市美術館今（17）日再攜手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老年學研究
所，於南美館1館簽署合作備忘錄，宣示雙方將持續合作，透過發展與辦理推廣活動及學術
資源交流共享等方式，深入藝術介入高齡失智研究領域、發展藝術介入高齡與失智照護工
作與培育跨領域專業人才，盼能擴大失智照護效益、開拓美術館實踐友善平權新方向。

（圖說）臺南市美術館今日再攜手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老年學研究所，南美館館長林育淳
（右）與成大老年學研究所所長白明奇（左）於南美館1館簽署合作備忘錄。（記者鄭德政
攝）

 根據國發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顯示，2021年國內65歲以上高齡者人口數及所佔比率將達
396萬（16.8%），衛福部統計資料指出，截至2018年，國內因失智症就醫的人口約達27.1

萬人、2019年更竄升為國內第13位主要死因。國際上不僅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12

年請各國將失智症列為優先公衛議題外，歐美多所博物館亦相繼跟進發展以高齡／失智為
對象的活動計畫。在在顯示面對高齡與失智症是全球當前刻不容緩的議題。

https://tainantalk.com/202108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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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南美館館長林育淳表示，為因應高齡社會，過去兩年雙方合作期間，已辦理多場
失智長者藝術體驗推廣活動與學術論壇，更與在地其他館所結盟推出「LiHA Pass」社交處
方箋，合作以來不僅開啟跨領域交流契機，亦成功提升市民朋友對相關議題的重視與關
心。（記者鄭德政攝）

 南美館館長林育淳表示，促進各族群文化近用與文化參與為當代博物館與美術館發展新趨
勢。為因應高齡社會，過去兩年雙方合作期間，已辦理多場失智長者藝術體驗推廣活動與
學術論壇，更與在地其他館所結盟推出「LiHA Pass」社交處方箋，合作以來不僅開啟跨領
域交流契機，亦成功提升市民朋友對相關議題的重視與關心。南美館將奠基於過去兩年所
累積的成果及與成大老年所的夥伴關係，結合老年心理學與社會學等領域知能與臨床經
驗、以及本館藝術活動方案規劃專業，持續培育跨領域專業人才及發展高齡失智藝術參與
活動，以建立「高齡失智友善美術館」為目標，共創合作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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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大老年學研究所所長白明奇教授表示，藝術治療能刺激認知、喚起情緒與想像
力，增進溝通的能力，有減緩問題行為與精神症狀的正面效益，逐漸成為高智照護的重要
方向。（記者鄭德政攝）

 同時也是成大醫院失智症中心主任及熱蘭遮失智症協會理事長成大老年學研究所所長白明
奇教授，長期關心高齡與失智者生活，白所長表示，藝術治療能刺激認知、喚起情緒與想
像力，增進溝通的能力，有減緩問題行為與精神症狀的正面效益，逐漸成為高智照護的重
要方向。白所長不辭辛勞拜會臺南各大博物館與美術館，成功推展LiHA Pass，讓高智人士
走出家門，引起公部門與民間的關注；白教授並於108學年度首開「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
課程，串連成大藝術研究所、職能治療所與南美館，透過實際案例分享，從生理、心理、
藝術、疾病層面探討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者成效，使學生能夠培養人文素養與社會共融精
神，養成面對未來社會解決多元問題的能力，成為臺灣創意高齡課程的推手，最近更將出
版「藝術與高智」教科書。

 館方指出，自今年五月中旬以來，在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及三級警戒實施措施狀況下，許多
高齡失智者與照護者頓時失去外出社交與參與活動的機會。隨著近期疫情緩和而逐步解
封，未來館方將持續建立安全並具支持性的環境、規劃更多元性的活動方案，鼓勵照護者
與長輩共同參與，開創臺南在地創意老化新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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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館攜手成大 持續推動失智長者藝術推廣活動
ner.gov.tw/news/611c52f9b29ccc0007e8da98

2021-08-18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南美館館長林育淳以及成大老年所所長白明奇簽屬合作備忘錄，齊力為藝術平權及藝術治
療而努力。

臺南市美術館再攜手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老年學研究所，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透過發
展與辦理推廣活動及學術資源交流共享等方式，深入藝術介入高齡失智研究領域、發展藝
術介入高齡與失智照護工作與培育跨領域專業人才.

南美館館長林育淳表示，過去兩年雙方合作期間，已辦理多場失智長者藝術體驗推廣活動
與學術論壇，合作以來不僅開啟跨領域交流契機，亦成功提升市民朋友對相關議題的重視
與關心。

 

 

https://www.ner.gov.tw/news/611c52f9b29ccc0007e8da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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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照顧 2021年8月17日

成大老年所與南美館續簽合作備忘錄 共創藝術介入高齡失智
新篇章

ankecare.com/2021/26328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老年學研究所今（17）日再度攜手臺南市美術館，於南美館1館簽署合
作備忘錄，宣示雙方將持續合作，透過發展與辦理推廣活動及共享學術資源等方式，深入
藝術介入高齡與失智研究領域、落實藝術介入高齡與失智照護工作與培育跨領域專業人
才，盼能擴大失智照護效益，達到大學永續發展目標與實踐美術館友善平權新方向。

根據國發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顯示，2021年國內65歲以上高齡者人口數及所占比率將達
396萬（16.8%），而衛福部的統計資料則指出，截至2018年國內因失智症就醫的人口約達
27.1萬人、2019年更竄升為國內第13位主要死因。國際上則不僅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2012年請各國將失智症列為優先公衛議題外，歐美多所博物館亦相繼跟進發展以高齡／失
智為對象的活動計畫。以上都顯示面對高齡與失智症是全球當前刻不容緩的議題。

同時也是成大醫院失智症中心主任及熱蘭遮失智症協會理事長的白明奇教授八月甫續任成
大老年學研究所所長，長期關心高齡與失智者生活，白明奇表示，藝術治療能刺激認知、
喚起情緒與想像力，增進溝通的能力，有減緩問題行為與精神症狀的正面效益，逐漸成為
高智照護的重要方向。

去年夏天，白所長不辭辛勞拜會臺南各大博物館與美術館館長，與成大博物館、南美館、
台文館、臺史博及奇美博物館達成協定，成功推展「LiHA Pass」，讓高智人士走出家門，
免費暢遊台南5大博物館，品味藝術饗宴，引起公部門與民間的關注；白明奇並於108學年

https://www.ankecare.com/2021/2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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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首開「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課程，串連成大老年所、藝術研究所、職能治療所與南美
館，透過實際案例分享，從生理、心理、藝術、疾病層面探討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者成
效，使學生能夠培養人文素養與社會共融精神，養成面對未來社會解決多元問題的能力，
成為臺灣創意高齡課程的推手，最近更將出版「藝術與高智」教科書。

藝術治療逐漸成為高智照護的重要方向，成大也於108學年度首開「藝術介入老人與失智」課程。（圖
／pexels）

南美館館長林育淳表示，促進各族群文化近用與文化參與為當代博物館與美術館發展新趨
勢。為因應高齡社會，過去兩年雙方合作期間，已辦理多場失智長者藝術體驗推廣活動與
學術論壇，更與在地其他館所結盟推出「LiHA Pass」社交處方箋，合作以來不僅開啟跨領
域交流契機，亦成功提升市民朋友對相關議題的重視與關心。

南美館將奠基於過去兩年所累積的成果以及與成大老年所的夥伴關係，結合老年心理學與
社會學等領域知能與臨床經驗、以及本館藝術活動方案規劃專業，持續培育跨領域專業人
才及發展高齡失智藝術參與活動，以建立「高齡失智友善美術館」為目標，共創合作新篇
章。

成大老年所為國內第一所以老年學為名，培養老年實務與教研人才的研究所。2021年，老
年所邁入第15年，持續為台灣培育具有創造力及領導力的老年學跨領域專業人才，未來將
結合科技發展之趨勢，如科技智能照護之發展、科技取代人工的可行性、科技增進服務品
質的策略應用等，不僅有助市場加值，亦可以填補人口老化與少子化產生的市場變化，成
就紓解日益嚴重之老年化社會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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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語開訓。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為提
升在職勞工職能及競爭力，以建構
黃偉哲市長「希望家園」的施政願
景，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與國立成功
大學合作辦理「勞工領袖大學生活
美語班」於 （16）日晚開訓，成功
大學黃紀茸博士、勞工局長王鑫
基、職訓就服中心主任梁偉玲、成
功大學陳安純助理教授等參與開訓
典禮，鼓勵勞工朋友學習外語與國
際接軌。

  勞工局長王鑫基感謝成功大學提供優質的場地、師資，與市府一起規劃多元
的學習課程，藉由訓練創造機會，學員透過學習提升個人價值、進而創價人
生。期許學員未來將習得的知識及經驗帶回所屬的工會、企業並帶領團隊一起
成長，共同提升台南勞動素質，讓台南成為一個更具國際競爭力的希望城市。

  勞工領袖大學生活美語班至今已培訓169名學員，課程更獲得各界勞工先進們
的肯定與支持，今年報名十分踴躍，原預定招收20名學員，最後吸引30位報
名，可見勞工朋友並沒有被疫情影響，反而更積極學習，把握學習成長的機
會。

  生活美語班課程自今（16）日開課，於每週一、三晚上6時30分至9時30分在
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上課為期三個月，總計80小時，課程規劃以生活化及在
地化的內容，讓勞工朋友從最簡單的自我介紹到認識台南在地文化、美食特產
及觀光旅遊等實用課程，今年也會延續於結訓典禮以英語話劇、或演唱台灣歌
謠等方式展現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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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外語與國際接軌 南市勞工領袖大學生活美語班開訓

【記者李嘉祥／台南報導】 2021/08/17

▲南市勞工局長王鑫基、職訓就服中心主任梁偉玲出席勞工領袖大學生活美語班開訓典
禮，鼓勵勞工把握機會學習外語與國際接軌。（記者李嘉祥攝）

為提升在職勞工職能及競爭力，建構「希望家園」願景，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與國立成功大
學合作辦理「勞工領袖大學生活美語班」，勞工局長王鑫基、職訓就服中心主任梁偉玲、
成大博士黃紀茸博士及陳安純助理教授均出席開訓典禮，鼓勵勞工把握機會多學習外語與
國際接軌。

王鑫基感謝成大提供優質場地、師資，與市府一起規劃多元學習課程，藉由訓練創造機
會，讓學員透過學習提升個人價值、進而創價人生，也期許學員將習得的知識及經驗帶回
所屬的工會、企業，帶領團隊一起成長，提升臺南勞動素質。

梁偉玲指出，勞工領袖大學生活美語班課程獲得勞工支持，迄今已培訓169名學員，今年報
名踴躍，原預定招收20名學員，最後吸引30位報名，顯見勞工在疫情肆虐下反而更積極學
習，把握吸收新知成長機會；今年美語班於每週一、三晚上6時30分至9時30分在國立成功
大學光復校區上課，為期 3個月總計80小時，課程規劃以生活化及在地化內容為主，讓勞
工從最簡單的自我介紹到認識臺南在地文化、美食特產及觀光旅遊等實用課程，今年也會
延續於結訓典禮以英語話劇、或演唱台灣歌謠等方式展現學習成果。 

http://www.tssdnews.com.tw/?FID=64&CID=57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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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5681481

成大增設智慧半導體永續製造學院 肩負大南方創新永續

探索奈米之間，超越千里之外！國立成功大學增設「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申請
案，日前通過行政院跨部會議審查，未來將帶動整個大南方的創新永續發展，今年國內四
所頂大申請增設的半導體學院中，成大所涵蓋面向最完整，合作企業家數也最多。

成大表示，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最快110學年度開始招生，未來將共同培育下世代高
階半導體、智慧製造及永續循環人才，與南科、高科、沙崙、循環經濟園區鏈結，建立大
南方產學創新生態系與通往未來智慧產業的高科技廊帶。

行政院日前審查通過，成大將增設智慧半導體永續製造學院。 成大/提供

成大指出，台灣具有雄厚半導體科技基礎，贈設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將藉由人工
智慧貫穿整合智慧機械、智能製造、循環經濟、再生能源、環境氣候永續製造、碳中和、
奈米材料、量子電腦、大數據等相關領域，堪稱國內四所頂大，申請增設的半導體學院
中，橫跨面向最為完整。

且成大將與台積電、台達電、國巨、旺宏、日月光、華邦電、全訊、奇景光電、力積電、
穩懋、中鋼、中石化、李長榮化工、中信造船等14家頂尖企業合作，與其他國內頂尖大學
相比，合作企業家數最多。

2021-08-18 10:15經濟日報 張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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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攜手成大推動「校園未來金融實驗專案」，於成大自動繳費機導入永豐行動支付服務。��永豐銀行�／
提供

永豐攜手成大合作推動「校園未來金融實驗專案」，於成大自動繳費機導入永豐行動支付
服務，即日起正式上線，學生繳交學雜費或其他行政規費時，只要輕掃自動繳費機QR

Code，就能以任一銀行支援行動支付綁定的信用卡、簽帳金融卡或Samsung Pay、Apple

Pay、Google Pay三大行動支付完成繳費，為成大2萬多名學子開啟全新數位支付體驗。
永豐銀行指出，去年起攜手成大推動第二階段產學合作，其中「校園未來金融實驗專案」
積極與年輕族群溝通數位帳戶、智能化理財與智慧支付等應用，並協助成大進行校內金流
數位轉型與整合，逐步實踐無所不在的場域金融發展願景。

配合2023年起民法成年定義下修至18歲，屆時大學生即可自主開戶或辦理信用卡，永豐銀
行與成大未來金融實驗團隊歷時3個月的學生體驗統整、實際場域訪查後，自7月底起，於
自動繳費機正式導入永豐行動支付服務，減少日終現金清點及對帳程序，促成校方、學生
雙贏局面。

下一階段，永豐將聯手成大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開發「線上繳費平台」，未來繳費可不受時
間、地點限制，預計9月上旬正式上線。

永豐銀助攻 成大打造零現金校園

2021-08-18 08:19經濟日報 康堃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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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生技中心研發益生藻菌 提升蝦苗存活率

【記者李嘉祥／台南報導】 2021/08/18

▲成大生技中心研究員以300噸養殖池進行益生藻培養，前屏東縣長曹啟鴻特率台灣糖業
協會團隊至安南校區參觀微生物培養及蝦類養殖系統。（記者李嘉祥攝）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陳俊延研究員致力研究在太陽能魚電共生概念下草蝦、白蝦、
斑節蝦、泰國蝦等蝦類各生長階段營養需求開發，於成大安南校區建立水產養殖測試模
廠，成功開發出可有效提升蝦苗存活率及抑制水中弧菌生長的益生藻菌組合，蝦苗存活率
從原先的1至2成提升至8至9成，水中弧菌量也可降至0左右，連前屏東縣長曹啟鴻也率領
台灣糖業協會團隊至安南校區參觀微生物培養及蝦類養殖系統。

研發團隊以300噸大型養殖池進行益生藻培養，透過管柱式光反應器進行不同益生藻的培
養及操作參數調整，有效供應廠區內蝦苗所需。除出益生藻菌外，另也開發出可大幅改善
蝦類飼料換肉率及抗緊迫的小分子胜肽飼料，可有效抵抗水中環境的遽變並縮短養殖時

http://www.tssdnews.com.tw/?FID=64&CID=57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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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且能調整肉質氨基酸組成，讓蝦子的口感更加鮮甜彈牙。經餵食團隊開發的低需光性
益生藻菌配方及小分子胜肽飼料後，草蝦於3個半月內每斤可達到20-25尾，效益明顯提
升。

陳俊延目前也朝文蛤、鱸魚、石斑魚等其他水產物種進行營養需求研究及飼料開發，朝多
角性發展，該本團隊也導入了AIoT系統進行智慧化投料及即時水質監測，打造精準化及科
技化的智慧水產養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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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職籃主場鎖定「成大體育館」 雙洋將確定熟面孔
sports.ettoday.net/news/2058294

2021年08月18日 05:00

▲台南T1職籃隊伍，將選定剛剛因全大運進行翻新的成大體育館作為主場。（圖／資料
照）

記者杜奕君／台北報導

T1職籃首季確定將以「6都6隊」模式開打，其中台南職籃新軍近期也將展開隊名票選活
動，另外球迷最關注的球隊主場，領隊李宗翰也透露，落腳「成大體育館」機率很高，至
於洋將部分也已經鎖定兩名上季曾在台灣打球的洋將，迎接首個T1職籃賽季。

確定以股東制經營模式組建球隊挑戰T1職籃，台南隊近日也正積極佈局，目前包括教練
團、球員陣容都逐步到位，至於洋將部分，由於球隊起步較晚，因此管理層傾向以過往曾
來台效力過的「熟面孔」為主，目前已經鎖定兩名上季曾來台效力洋將。

另外，台南隊也鎖定成功大學體育館，作為球隊首賽季主場，場館也預計進行部分程度的
整修，希望能帶給球迷最舒適之觀賽環境。

https://sports.ettoday.net/news/205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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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職籃首屆選秀會，台南隊共指名5名新秀。（圖／取自T1職籃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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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 2021年8月17日

AI 新創的 A Team：杰倫智能、先知科技、Redifine
Innovation

inside.com.tw/article/24538-ai-smart-production

由左至右分別是先知科技創辦人高季安總經理、Redifine Innovation 創辦人 Vince、杰倫
智能共同創辦人曁執行長 Jerry。Photo Credit: INSIDE

曾任職於 ASML、IBM/SAP、台積電，這些科技業赫赫有名的大公司，為什麼會「頭去撞
到」跑去創業？Redefine Innovation 的創辦人 Vince、杰倫智能的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Jerry、先知科技的創辦人高季安，在先前的工作經驗中，看到了台灣 AI 產業的潛力，跳
脫人人稱羨的舒適圈，分別創立協助製造業不同階段所需的 AI 技術的新創公司。後來更將
彼此的專業結合，組成「AI 新創的 A Team」。

「既然台灣的高科技製造業已經走到全世界的頂端，在 AI 剛萌芽的初期，我們乾脆
在台灣做這樣的產品。」

Jerry 說起當初創業的原因，三個人都從過往經驗中，發現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技術與資源優
勢，並希望把這樣的技術帶出半導體產業，協助更多企業。

在國際趨勢中看到台灣製造智慧化潛力

曾任職於 ASML 的 Redefine Innovation 創辦人 Vince 表示，在 2020 年底從 ASML 荷蘭
總部回到台灣，發現台灣半導體產業已經研發非常多好用的技術和科技。因為希望把這些
投入許多資金和人才所研發出來的技術發展到其他產業，讓其他產業不用再花那麼多資源
重新做一次，於是創立了 Redefine Innovation。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4538-ai-smart-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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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倫智能的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Jerry，擁有 20 年在外商軟體公司，如 IBM、SAP 等，服
務的經驗。當初主要是把國外比較好的企業系統軟體，帶進大中華與台灣，協助高科技製
造業在管理、製造可以做得更好。然而，在 2017 年市場對 AI 技術認識還很初期，他發現
AI 的新產品不好賣，客戶會認為沒有那麼適合他們，或是買回去用起來很不順，需要花很
多的資源再去客製。

那時的 Jerry 和夥伴一起問了許多高科技的前輩，收集到一個結論：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
問題，是因為 20 年前高科技製造業是以國外營運跟製造為基準。但現在台灣的高科技製造
業已經走到供應鏈的頂端，因此台灣的製造跟營運有自己的獨特性，沒有辦法像之前一樣
直接照著國外的模板來使用。於是在前輩的鼓勵之下，Jerry 和在外商的兄弟帶著軟體專
業，一起創辦了杰倫智能。

先知科技的創辦人高季安，在台積電時負責自動化、智慧化和人工智慧的發展。在台積電
跟成大鄭芳田老師合作 AI 專案的機緣下，高季安便跟著鄭老師念了博士。在讀博士的期
間，覺得台積電把這些智慧製造、AI 的技術發展得很好，如果都一直留在台積電太可惜，
於是創立先知科技，想把台積電這樣的觀念和理念帶出來，把台灣甚至於全世界製造業，
關於智慧製造和 AI 相關的技術和應用帶起來。

三個人共同的想法是既然台灣高科技製造在全球做到頂尖，那有沒有辦法把這些方法透過
軟體、透過服務上的一些簡單設計，讓百行百業都可以享受到台灣這麼精華的智慧製造。
Jerry 開玩笑說，「我現在客戶有做晶圓的、有做貢丸的。你把它攤開來看其實是一樣的。
原料來，製造，最後賣出去。客人覺得貢丸不好吃，或是晶圓有瑕疵、退貨，都是這個流
程。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想要做這件事情。假設我們可以把高科技這麼好的方法都
複製在百行百業，那麼整個台灣製造業都能提升。當然對我們自己的業績和公司的能見度
都會是好的。」

「（團隊名稱）我們有想過啦，就是類似「AI 新創的 A Team」。因為對於 A Team
這種團結、打國家隊的想法其實是蠻喜歡的。」Jerry 說。

高季安表示，要讓 AI 成功在客戶端落地，能夠真的變成一個生活、工作、工廠所需，其實
需要三大要素。第一，是一定要有客戶的領域知識，在團隊中負責扮演這個角色的就是
Redefine Innovation。很多時候客戶自己並不知道重要參數是什麼。Vince 也提到，客戶
會遇到的問題是收了很多資料，卻不知道要怎麼利用。Redefine Innovation 透過經驗分
享，讓客戶知道怎樣快速、不用繞路就把 AI 的潛力發揮出來。

第二，很重要的就是 AI 的演算法，這方面就是靠杰倫智能擅長的 autoML 技術，大幅縮短
時間，並且降低客戶跨入 AI 的障礙。因應製造業講求快速的特性，Jerry 更提出「一週 AI

落地，半天上手」的口號。

第三，就是要把這些領域和 AI 演算法落地，而先知科技就是負責在客戶端實作和執行。

靠著彼此的專長，將三間公司組成一個實力堅強的團隊。被問到是否有幫團隊想過團名，
Jerry 笑說：「我們有想過啦，就是類似『AI 新創的 A Team』。因為對於 A Team 這種團
結、打國家隊的想法其實是蠻喜歡的。」

除了演算法，AI  還需要產業經驗引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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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問及在 AI 技術逐漸普及的現在，對新出現的 AI 新創競爭者有什麼看法。Jerry 表示 AI

技術本身不是很艱深的事，它應該是每一個人都會的技術。重要的在於每一個人的領域
know-how 加上 AI 產生的新的價值。

當沒有領域知識的時候其實很難和客戶簡報、對談。比方在台積電，如果簡報沒有內容，
大概十分鐘就會被趕走，就是這樣的節奏。這也是為什麼他們聚焦的是台灣的重點產業，
透過 2、30 年的經驗，其實有一定的領域知識門檻。高季安也說到，重要的是人，AI 在那
邊，但人怎麼去使用它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最後，在討論台灣頂尖的公司如何透過 AI 提升競爭力時，高季安認為 AI 扮演的角色是可
以取代很多重複性的工作，讓這些人力可以再去做更有創造力的事情。Jerry 補充到 AI 可
以規模化傳統老師傅的經驗傳承，現在是應用在製造業，但未來可以運用到更多地方。

舉例來說：最近的奧運，戴資穎可能也是一種老師傅，而他的經驗除了透過教練的方式傳
承給新的一代，或許可以透過 AI 的方式留下一些東西，比如訓練標準化的設計。其實現在
在台灣有很多製造或研發的節點是「工人智慧」，依靠人力和多年的經驗去做預測和參數
的決定，甚至很多時候老師傅會說，這些判斷靠的是一種感覺。但如果透過 AI 把這些東西
變成數位化的預測模型，便可以標準化良率跟品質。

高季安則認為 AI 可以解決少子化下人力不足的問題。他提到以前做良率分析，會需要一個
課 10-15 個人，花兩個禮拜的時間去搜集資料和分析。後來運用相關的資料的大數據、AI

的技術去做，只要一個工程師按一個鍵，不到 20 分鐘就做完分析，而且準度更準。

最後 Jerry 比喻，未來 AI 就像電影少林足球的最後一幕，每一個人都會少林武功的時候，
在工作上可以省很多力氣。未來 AI 的預測模擬最佳化會在很多生活的節點裡面，改善我們
的生活品質，或著增強某個產業的競爭門檻。

這裡聽完整訪談：【塞掐 Side Chat】EP 23｜進了人人稱羨的超大企業，為何離職創業？
ft. AI 新創 A Team

「雲端、5G、智慧生活」將如何以 AIoT 顛覆世界？2021 INSDIE 未來日 AIoT 論壇 7

折早鳥優惠中！

活動時間：9/24（五）9:00-17:00

票價資訊：8/23 前早鳥 1199 元（原價 1599 元）
購票請點我：Taketla 售票平台、Accupass 售票平台
相關活動資訊請上活動網站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4430-side-chat-ai-a-team
https://bit.ly/3zSJ43K
https://lihi1.cc/o1eCd
https://bit.ly/2Wqpr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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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謝政佑 3類組應屆最高分
cdns.com.tw/articles/444363

台南一中謝政佑（右）指考成績是全國三類應屆生的最高分，他要唸成大醫學系；孫英哲（左）則穩上
台大醫學系。（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台南一中學生謝政佑參加大學指考，在第三類組考出四百七十四點六五分的成績，校長廖
財固表示，這應是全國三類組目前已知的應屆生最高分。謝政佑的第一志願是成功大學醫
學系，將來想留在家鄉行醫；另外，在學測未達自己理想的孫英哲、洪才家，指考也都考
出好成績，可上台大醫學系。

就讀南一中科學班的謝政佑，在學測時因英文科掉了一級分，總級分五十九級分無法錄取
國立大學的醫學系，所以決定力拚指考，他詳細做了一本四十頁的數學考前重點筆記來複
習，最後數學甲考出滿分的成績，全台才十三人數甲滿分，謝政佑就是其中之一。

謝政佑五科總分是目前已知的應屆生最高分，可以穩上台大醫科，不過他說，他擔任法警
的父親是成大校友，他小時候就常到榕園遊玩，很想當爸爸的學弟，加上對家鄉有濃濃的
感情，所以他決定唸成大醫學系，將來也會留在台南行醫，服務台南的鄉親。

2021-08-18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44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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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五十七級分的孫英哲，為了再給自己一次機會也是全力拚指考，並加強自己比較弱的
英文，最後在三類組考出四百六十五點八分的高分，穩上台大醫學系。孫英哲的父親是奇
美醫院的醫生，他說，爸爸是他的偶像，因從小耳濡目染，加上曾經到奇美醫院去當志
工，看到醫院的醫護人員認真工作的情形，讓他也想成為其中的一份子。

南一中校長廖財固祝賀洪才家（左）和許世瑋（右）指考考出好成績，努力付出獲得回報。（記者施春
瑛攝）

洪才家也因學測未達自己的理想，再拚指考。他說，因爺爺和叔公都是醫生，從小看他們
濟世行醫，受到啟發，也立志行醫，指考讓他如願以償，會以台大醫學系為第一志願。

許世瑋今年學測數學失常，該科只拿了七級分，但他指考正常發揮，數學考了八十六分，
可上台大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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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類組應屆最高分 南一中謝政佑想讀成大醫
cdns.com.tw/articles/444025

孫英哲、洪才家拚指考可上台大醫

台南一中謝政佑（右）指考成績是全國三類應屆生的最高分，他要唸成大醫學系；孫英哲（左）則穩上
台大醫學系。（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台南一中學生謝政佑參加大學指考，在第三類組考出四百七十四點六五分的成績，校長廖
財固表示，這應是全國三類組目前已知的應屆生最高分。謝政佑的第一志願是成功大學醫
學系，將來想留在家鄉行醫；另外，在學測未達自己理想的孫英哲、洪才家，指考也都考
出好成績，可上台大醫學系。

就讀南一中科學班的謝政佑，在學測時因英文科掉了一級分，總級分五十九級分無法錄取
國立大學的醫學系，所以決定力拚指考，他詳細做了一本四十頁的數學考前重點筆記來複
習，最後數學甲考出滿分的成績，全台才十三人數甲滿分，謝政佑就是其中之一。

謝政佑五科總分是目前已知的應屆生最高分，可以穩上台大醫科，不過他說，他擔任法警
的父親是成大校友，他小時候就常到榕園遊玩，很想當爸爸的學弟，加上對家鄉有濃濃的
感情，所以他決定唸成大醫學系，將來也會留在台南行醫，服務台南的鄉親。

2021-08-17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44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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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一中校長廖財固祝賀洪才家（左）和許世瑋（右）指考考出好成績，努力付出獲得回報。（記者施春
瑛攝）

學測五十七級分的孫英哲，為了再給自己一次機會也是全力拚指考，並加強自己比較弱的
英文，最後在三類組考出四百六十五點八分的高分，穩上台大醫學系。孫英哲的父親是奇
美醫院的醫生，他說，爸爸是他的偶像，因從小耳濡目染，加上曾經到奇美醫院去當志
工，看到醫院的醫護人員認真工作的情形，讓他也想成為其中的一份子。

洪才家也因學測未達自己的理想，再拚指考。他說，因爺爺和叔公都是醫生，從小看他們
濟世行醫，受到啟發，也立志行醫，指考讓他如願以償，會以台大醫學系為第一志願。

許世瑋今年學測數學失常，該科只拿了七級分，但他指考正常發揮，數學考了八十六分，
可上台大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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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17日

拚指考如願以償 南一中謝政佑、孫英哲、洪才家可望上醫科
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641471

台南一中謝政佑指考拚上醫科，第一志願選擇成大醫學院，希望留在台南。（記者劉婉君
攝）

2021/08/17 18:05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台南一中應屆畢業生謝政佑、孫英哲不滿意學測成績，繼續拚
指考，分別拿下474.65分及465.8分，可望上醫科。謝政佑希望未來留在台南服務，第一志
願選擇成大醫學院，孫英哲則選擇台大醫學系，希望成為和父親一樣的醫師。

謝政佑指考數學甲滿分，他說，父親是成大歷史系畢業，從小一家人就常逛成大校園，很
喜歡成大的氛圍，選擇醫學系，是希望在工作時也能幫助別人，以後想要留在家鄉台南服
務，所以將選擇成大醫學院就讀。

孫英哲的醫生父親目前在奇美醫院服務，他說，從小就對父親的工作環境感興趣，也曾看
到父親在工作時用心照顧病患及果斷決策的一面，覺得父親很酷，想要和父親一樣，因此
將選擇台大醫學系，到台北見識第一學府，開眼界及學習。

謝政佑感謝補習班老師吳勁甫及學校數學老師彭威銘在數學與人生道理的教導；孫英哲也
感謝補習班老師游夏與學校數學老師蔡仲彬幫助他釐清數學基本原理，打好基礎。

另外，指考同樣拚出好成績的，還有洪才家與許世瑋，洪才家說，爺爺和叔公都是醫生，
從小看他們濟世行醫，受到啟發，也立志行醫，將以台大醫學系為第一志願，許世瑋則可
上台大法律系。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641471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8/17/3641471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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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英哲指考成績可望上台大醫學系，希望未來成為和爸爸一樣的醫師。（記者劉婉君攝）

台南一中校長廖財固祝賀洪才家（左）和許世瑋（右）指考考出好成績，洪才家可望上台
大醫學系，許世瑋可上台大法律系。（台南一中提供）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8/17/3641471_2_1.jpg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8/17/3641471_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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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16日

指考放榜 台南南光高中預估國立大學錄取率達56％
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816004876-260421

大學指考放榜，台南市新營區私立南光高中，今年參加指考僅57人，各科達頂標計有25

人，預估國立大學錄取率達56％。校方表示，今年全校3分之2學生已透過繁星、申請入學
錄取理想大學，而此次指考因疫情而延後至7月下旬考試，比的是耐力及體力，然而成果依
然豐碩，令人振奮！

南光高中這次第三類組最高分為學生吳逸彬453.7分，他因學測成績未符合個人之期待，毅
然決然參加指考，疫情關係在家自讀，除透過線上提問學校老師，也會找網路上的試題來
練習，預計以清大物理系或交大光電系為目標。

第二類組最高分陳佳豪372分，他原已透過申請入學錄取成大化工系，覺得可以再考得更
好，下定決心全力再衝刺一次，而參加指考，由於高一、二參加「程式設計社」，未來想
以資工系為主。

第一類組最高分邱郁翔452.6分，其國文、英文、數學乙達頂標，達到清大、政大、交大、
成大等多系所錄取標準，因當初學測數學未盡理想，不想屈就學測成績而低填，於是再次
挑戰自我，未來以財務金融或財務管理為主。

校方表示，對於學生校系選擇的輔導，學校向來標榜多元價值，鼓勵學生適性發展、選其
所愛，學生「挑戰自我、勇敢逐夢」的事蹟所在多有，值得成為學弟妹們的楷模。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816004876-260421?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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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癌母與妹妹 單親魏珮如考上成大
cdns.com.tw/articles/444381

台南東北扶輪社社長游仁謙（左）頒發十萬元助學金給考上成大材料系的新化高中畢業生魏珮如
（中），老師蘇信誠（右）陪同到場。（記者黃文記攝）

記者黃文記⁄新化報導

新化高中應屆畢業生魏珮如今年透過個人申請入學錄取成功大學材料系，因其家境貧困，
台南東北扶輪社經由本報報導得知，經過實地訪視後，決定贊助每年十萬元助學金，幫助
她完成大學四年及研究所學業。

新化高中校長許宏明表示，魏珮如在十歲的時候，其父親不幸因病去世，母親獨力扶撫養
她和妹妹；國三時，其母親罹患癌症，必須一邊治療、一邊工作養家。魏珮如在白天要認
真上課，晚上則要幫忙家事及照顧媽媽、妹妹，相當辛苦。

魏珮如的國中會考成績雖然不是很理想，但她進入新化高中以後，在老師蘇信誠的指導及
鼓勵下，成績突飛猛進。今年大學學測成績不錯，加上在校成績排名全校前百分之十二，
如願錄取她最喜歡的成大材科系。

東北扶輪社第一副社長邱昆正是本報的忠實讀者，在五月下旬讀報得知魏珮如的情形，相
當符合該社「助學圓夢計劃」幫助對象。他親自到學校訪視，了解實際狀況，經提報社內
討論，全社一致通過給予魏珮如每年十萬元的助學金，要幫助她完成大學及研究所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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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東北扶輪社於十六日晚上在晶英酒店舉辦例會並由社長游仁謙頒發助學金給魏珮如，也邀
請新化高中校長許宏明、教師蘇信誠與會。許宏明很感謝東北扶輪社的愛心助學，讓魏珮
如可以不用為籌措學費、生活費而煩惱；也勉勵她要懷著感恩的心，將來有能力要幫助更
多需要幫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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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如何補充營養 成醫：非每人都相同
cna.com.tw/news/ahel/202108180145.aspx

首頁 / 生活
2021/8/18 13:48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8日電）許多人勤於運動，卻不知該怎麼吃才能補充「運動營
養」，成大醫院今天表示，無論是增肌或減脂，並非每個人都實行同一種飲食法就能達
成，應依個人生活型態與運動種類搭配飲食。

成大醫院營養部營養師王玟心今天指出，「運動營養」是由「運動」需求出發，並以「營
養」輔助，進而達到增進運動表現、改善身體組成等目標，但每人目標需求不同，就會有
不同的重點。

以規律訓練的運動選手來說，日常訓練時的飲食可能會影響疲勞的恢復、運動表現、肌肉
生長等。若長期高強度訓練未補充適當營養，選手較容易出現受傷、賀爾蒙分泌異常等問
題，有些訓練量大或熱量攝取不足的女性運動選手，就經常發生經期紊亂的狀況。

必要時，營養師要依照選手訓練需求提供適合飲食建議，像是專項運動的飲食，力量型或
耐力型選手因運動時使用不同能量系統，就要對應不一樣的營養需求；或在週期性訓練
下，在不同強度與種類訓練，如何搭配適合飲食。

王玫心表示，有的人雖未到運動選手的程度，卻熱愛健身運動，希望追求更好體態；但若
想達到人人稱羨的肌肉線條，單靠運動可能不太夠，有些人健身一段時間，肌力進步了，
體重和體脂率下降始終不如預期，此時可開始思考是否在飲食上做調整。

王玟心說，無論是增肌或減脂，都必須瞭解基本食物份量與自己需要量，並非每個人都實
行同一種飲食法就能達成，應依個人生活型態與運動種類搭配飲食。

她表示，許多慢性疾病和生活型態有關，研究顯示，運動與飲食對這些疾病都有好處；但
對喜歡運動的慢性病友而言，營養師可能需要平時血糖監測數值、醫院抽血報告與藥物使
用等資訊，才能提供安全飲食建議。（編輯：孫承武）11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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