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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改隸成⼤核定 8.1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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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國立台南⾼⼯改隸國立成功⼤學案，已獲教育部核定，將在八⽉⼀⽇掛牌，更名為「國立成
功⼤學附屬台南⼯業⾼級中等學校」，簡稱為「國立成⼤附屬南⼯」，並與成⼤附⼯合併，成立八⼗五年的成⼤附⼯⾃
八⽉起停招，並將⾛入歷史。

更名為成⼤附屬南⼯

成⼤副校⻑李俊璋說，配合南⼯合併，成⼤附⼯（國立成功⼤學附設⾼級⼯業職業進修學校）應屆畢業⽣七⼗五⼈，在
八⽉後可以領取國立成⼤附屬南⼯的畢業證書。

李俊璋表⽰，台南⾼⼯和成⼤附⼯兩校合併還有很多細節待協商，將成立改隸⼯作⼩組，最重要是在南⼯教學實習、實
驗研究等⽅⾯，投入成⼤資源，每學年將挹注⼆五○○萬元給南⼯。

台南⾼⼯併入成⼤後，學⽣直升成⼤對南⼯未來招⽣是否有優勢，李俊璋說，升⼤學管道多元，對所有⾼中職公平開
放，不能獨厚某⼀學校，但兩校合併對南⼯學⽣直升成⼤⼀定有某種程度的幫助，原則上招⽣仍是公平的。

國立台南⾼⼯申請改隸為國立成功⼤學附屬學校案，兩校早在⼆○⼀三年校務會議就通過併校後，歷經⼗年，教育部終
於在本⽉⼗三⽇核准。

成⼤說，「國立成功⼤學附屬台南⼯業⾼級中等學校」將在八⽉⼀⽇掛牌，成⼤附⼯併入，整合三校資源，提升南部地
區技術型⾼中教學品質，共創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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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高工通過改隸成大 將於8/1正式掛牌
羅智華  ｜2023.03.15

85年的成大附工將自8月起停招，走入歷史。圖/成大提供

【記者羅智華台南報導】成功大學今天宣布，國立台南高工改隸成大，已獲教育部核

定，將於今年八月一日正式掛牌，更名為「成功大學附屬台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簡稱為「成大附屬南工」，並與成大附工合併，而成立已有八十五年歷史的成大附

工，則自八月起停招，正式宣告走入歷史。成大表示，藉由合併將有助於整合三校資

源，提升技職教學品質。

台南高工申請改隸為成大附屬學校一案，一路走來歷經了十年漫長程序，終於在本月

經教育部核准，並通過南工改隸後校名與掛牌日期，亦為高教與技職整合寫下新典

範。

成大副校長李俊璋表示，兩校合併仍有許多細節待協商，接下來將成立改隸工作小

組，由成大教務處整合行政單位進行後續作業，而未來有關南工教學實習、實驗研究

等方面，成大也將每學年挹注兩千五百萬元給南工。

很多學生家長關心台南高工併入成大後，未來招生是否有優勢。對此，李俊璋表示，

目前升大學管道多元，將提供大學不分系與特殊選才、繁星名額，依規定大學名額要

公平開放，不能獨厚某校，但隨著兩校合併後的緊密合作，相信對南工學生直升成大

仍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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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高工改隸成大 8月掛牌
羅智華  ｜2023.03.16

【記者羅智華台南報導】成功大學昨宣布，國立台南高工改隸成大已獲教育部核定，

將於今年八月一日正式掛牌，更名為「成功大學附屬台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簡稱

「成大附屬南工」，並與成大附工合併；成立已八十五年的成大附工，則自八月起停

招。成大表示，藉由合併有助於整合三校資源，提升技職教學品質。

台南高工申請改隸為成大附屬學校一案，歷經十年漫長程序，在本月經教育部核准，

並通過南工改隸後校名與掛牌日期，亦為高教與技職整合寫下新典範。成大副校長李

俊璋說，將成立改隸工作小組，由成大教務處整合行政單位進行後續作業。

此外，慈濟大學與慈濟科大預計八月一日合併為「慈濟大學」，教育部也證實正在審

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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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改隸成⼤8/1正式掛牌　成⼤附⼯併入
「建校85年⾛入歷史」
更新2023/03/15 16:48  發布2023/03/15 16:40  作者／ 林昕慧

成功⼤學今天（3/15）發布新聞稿指出，台南⾼級⼯業職業學校（南⾼）改隸成功
⼤學案，已獲教育部核定，決定在8⽉1⽇正式掛牌，更名為「國立成功⼤學附屬台
南⼯業⾼級中等學校」，並與成功⼤學附設⾼級⼯業職業進修學校（成⼤附⼯）合

併，⽽成立85年的成⼤附⼯則將⾃8⽉起停招，⾛入歷史。

成⼤副校⻑李俊璋表⽰，成⼤附⼯將⾃8⽉起停招，⽬前在校⽣8⽉後可以領取國立
成⼤附屬南⼯的畢業證書。

李俊璋表⽰，兩校合併將成立改隸⼯作⼩組，由成⼤教務處等⾏政單位協助，最重

要是在南⼯教學實習、實驗研究等⽅⾯，投入成⼤資源，⽽每學年也將挹注2500萬
元給南⼯。

⾄於學⽣家⻑關⼼南⼯併入成⼤後，未來招⽣是否有優勢，李俊璋表⽰，⽬前升⼤

學的管道多元，將提供⼤學不分系與特殊選才、繁星的名額，依規定對所有⾼中職

公平開放，不能獨厚某⼀學校。但未來兩校緊密合作，對南⼯學⽣直升成⼤⼀定有

某種程度的幫助。

李俊璋指出，南⼯申請改隸成⼤⼀案，兩校2013年校務會議通過併校後，歷經10
年，教育部今（2023）年1⽉31⽇召開實地訪視及審查會議，終於在3⽉13⽇正式核
准，新校名為「國立成功⼤學附屬臺南⼯業⾼級中等學校」，預計8⽉1⽇正式掛
牌，同時併入成⼤附⼯，整合三校資源，提升南部地區技術型⾼中教學品質。

李俊璋表⽰，成⼤與南⼯的積極互動始於2012年3⽉16⽇，針對改隸銜名、經費編
列、教學資源分享、教職員⽣權益保障、未來規劃等議題陸續舉辦過9次協商流座談
會與6次校內教職員⼯座談會，也曾辦理公聽會才達成共識。 

南⼯併入台⼤，將於8/1掛牌。取⾃維基共享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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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合併　臺南高工改隸成大　成大附工走入
歷史

　國立臺南高工改隸成功大學，已獲教育部核定，將在八月一日正式掛牌，更

名為「國立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簡稱「國立成大附屬南

工」。其實本案形同三校合併，已有八十五年歷史、原來即屬成大附設的高級

工業職業進修學校（簡稱成大附工）也將併入臺南高工，自八月起停招。成大

副校長李俊璋昨天表示，配合南工合併，成大附工在校生明年即可領取國立成

大附屬南工畢業證書。

　成大校長沈孟儒表示，未來會協助南工爭取更多資源。李俊璋並稱，成大各

行政單位將組成改隸工作小組，在南工教學實習、實驗研究等方面，投入成大

資源，而每學年也將挹注兩千五百萬元給南工。

　臺南高工併入成大，十年前兩校校務會議就已經通過併校，長年磋商，今年

一月底實地訪視及召開審查會議確認後，呈報教育部，日前正式核定。

　外界認為併校後高工學生直升成大更有利，李俊璋表示，目前升大學管道多

元，提供大學不分系與特殊選才、繁星名額，大學名額是公平開放給所有高中

職，不能獨厚某一所學校；兩校合併後將緊密合作，對南工學生直升成大一定

有某種程度幫助，但原則上招生仍是公平的。

　臺南高工位於臺南市永康區，創建於日治時期一九四一年，原名「臺南州立

臺南工業學校」，光復後五年修業改為三年，校名「臺灣省立臺南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飛機修護科相當著名，奇美實業創辦人許文龍為知名校友。

　成大附工於日治一九三八年創立，原名「臺灣總督府臺南州立專修工業學

校」，光復後更名「臺灣省立臺南工業專科學校附設初級工業職業學校」，現

名「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

詹伯望／臺南報導 (202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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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婷婷 2023.03.15

建校85年走入歷史！台南2校合併改隸成功大學

國立台南高工改隸國立成功大學案獲教育部核定，8月1日將正式掛牌，更名為「國立成功大學附屬台南工業高級中等

學校」，簡稱為「國立成大附屬南工」，並與成大附工合併，成立85年的成大附工也將從8月起停招，走入歷史。

成大副校長李俊璋表示，兩校從2013年校務會議通過併校後，歷經10年漫長程序，終在3月13日正式核准，期許整合三

校資源，提升南部地區技術型高中教學品質，共創多贏。

李俊璋表示，兩校合併還有很多細節待協商，將成立改隸工作小組，由成大教務處、師培中心、產創總中心、研發處、

總務處、主計室、人事室等行政單位組成予以協助，最重要是在南工教學實習、實驗研究等方面，投入成大資源，而每

學年也將挹注2500萬元給南工。

台南高工培育出許文龍等多位電機、電子產業優秀人才，很多學生家長關心台南高工併入成大後，未來招生是否有優

勢？李俊璋表示，升大學管道多元，將提供大學不分系與特殊選才、繁星的名額，依規定，大學的名額要對所有高中職

公平開放，不能獨厚某一學校，但兩校合併後未來兩校緊密合作，對南工學生直升成大一定有某種程度的幫助，但原則

上招生仍是公平的。

任內參與此案最多的成大前校長蘇慧貞表示，透過技職教育與高等教育的資源整合，成功大學與台南高工將共同帶動新

的技術人才培育典範，更完整建構教育體系，深耕產業所需，實踐共同育才的目標。

成大與台南高工針對改隸銜名、經費編列、教學資源分享、教職員生權益保障、未來規畫等議題，陸續舉辦過9次協商

流座談會與6次校內教職員工座談會，凝聚共識，並曾由成大與台南高工共同辦理公聽會，邀請教育部國教署、台南市

政府、民代、社會賢達人士、校友會等交流，獲得正面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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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教與技職整合新典範　教育部正式核
定臺南⾼⼯改隸國立成功⼤學
Posted By: TainanTalk  三⽉ 16, 2023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國立台南⾼級⼯業職業學校改隸國立成功⼤學案，已獲教育部核定，決
定在8⽉1⽇正式掛牌，更名為「國立成功⼤學附屬台南⼯業⾼級中等學校」，簡稱為「國立成⼤
附屬南⼯」，並與成⼤附⼯合併，⽽成立85年的成⼤附⼯將⾃8⽉起停招，⾛入歷史。成⼤副校
⻑李俊璋表⽰，配合南⼯合併，成⼤附⼯（國立成功⼤學附設⾼級⼯業職業進修學校）將⾃8⽉
起停招，⽬前在校⽣8⽉後可以領取國立成⼤附屬南⼯的畢業證書。

（圖說）國立台南⾼級⼯業職業學校改隸國立成功⼤學案，已獲教育部核定，決定在8⽉1⽇正式
掛牌，更名為「國立成功⼤學附屬台南⼯業⾼級中等學校」，簡稱為「國立成⼤附屬南⼯」，並
與成⼤附⼯合併，成立85年的成⼤附⼯將⾃8⽉起停招，⾛入歷史。（記者鄭德政攝）
李俊璋副校⻑表⽰，兩校合併還有很多細節待協商，將成立改隸⼯作⼩組，由成⼤教務處、師培
中⼼、產創總中⼼、研發處、總務處、主計室、⼈事室等⾏政單位組成予以協助，最重要是在南
⼯教學實習、實驗研究等⽅⾯，投入成⼤資源，⽽每學年也將挹注2500萬元給南⼯。
很多學⽣家⻑關⼼台南⾼⼯併入成⼤後，未來招⽣是否有優勢，李俊璋副校⻑表⽰，⽬前升⼤學
的管道是多元的，將提供⼤學不分系與特殊選才、繁星的名額，依規定⼤學的名額要對所有⾼中
職公平開放，不能獨厚某⼀學校，但兩校合併後未來兩校緊密合作，對南⼯學⽣直升成⼤⼀定有
某種程度的幫助，但原則上招⽣仍是公平的。
國立臺南⾼級⼯業職業學校（簡稱臺南⾼⼯）申請改隸為國立成功⼤學附屬學校⼀案，兩校2013
年校務會議通過併校後，10年來歷經漫⻑程序，教育部於今（2023）年1⽉31⽇召開實地訪視及
審查會議，最後確認報教育部，終於在3⽉13⽇正式核准，並通過南⼯改隸後的校名及掛牌⽇
期。新校名為「國立成功⼤學附屬臺南⼯業⾼級中等學校」，預計今年8⽉1⽇正式掛牌，同時國

https://tainantalk.com/category/other/
https://tainantalk.com/author/tainantalk/
https://tainantalk.com/20230315-22/


2023/3/16 下午3:57 ⾼教與技職整合新典範　教育部正式核定臺南⾼⼯改隸國立成功⼤學 – 府城⼈語新聞網

https://tainantalk.com/20230315-22/ 2/5

立成功⼤學附設⾼級⼯業職業進修學校（簡稱成⼤附⼯）併入。藉由改隸合併，整合三校資源，
提升南部地區技術型⾼中教學品質，共創多贏。
任內參與此案最多的成⼤前校⻑蘇慧貞表⽰，「成⼤不只能讓下世代產業所需的⼈才服務國家社
會，更能接軌國際，呼應全球所需。」蘇慧貞校⻑指出，組織的改隸與合併將是成功⼤學與「⼯
業⾼等學校」再⼀次，也是新的連結。透過技職教育與⾼等教育的資源整合，成功⼤學與臺南⾼
⼯將共同帶動新的技術⼈才培育典範，更完整的建構教育體系，深耕產業所需，實踐共同育才的
⽬標。
成功⼤學與臺南⾼⼯的積極互動始於2012年3⽉16⽇，由臺南⾼⼯時任校⻑李燦榮率領主管拜訪
成⼤時任校⻑黃煌煇，進⾏第⼀次交流座談；隨後成功⼤學相關⾏政主管列席臺南⾼⼯校務會
議，表達臺南⾼⼯如改隸附屬成功⼤學，可享正向教育資源，提昇兩校整體競爭⼒，並於校務會
議正式成立「南⼯與成功⼤學合併改隸研議⼩組」，開始建立兩校近、中、遠程⽬標。
成功⼤學與臺南⾼⼯針對改隸銜名、經費編列、教學資源分享、教職員⽣權益保障、未來規劃等
議題陸續舉辦過9次協商流座談會與6次校內教職員⼯座談會，充分凝聚共識；並曾由成功⼤學與
臺南⾼⼯共同辦理公聽會，邀請教育部國教署、臺南市政府、⺠意代表、社會賢達⼈⼠、校友
會、家⻑會、教師會、本校教職員⼯、退休⼈員、學⽣等參與交流，獲得正⾯迴響。
未來成功⼤學將針對附屬臺南⼯業⾼級中等學校之校務規劃、⼈才培育、教員訓練、軟硬體設施
等各⾯向提供及整合教育資源，提升兩校整體競爭⼒，實現「全⼈教育、卓越成⻑、適性揚才」
的教育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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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技職整合實踐共同育才  教育部核定臺南高工改
隸成大

2023-03-16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改隸國立成功大學案，已獲教

育部核定，決定在8月1日正式掛牌，更名為「國立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簡稱為

「國立成大附屬南工」，並與成大附工合併，而成立85年的成大附工則將自8月起停招，走入歷史。

成大副校長李俊璋表示，配合南工合併，成大附工(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將自8月

起停招，目前在校生8月後可領取國立成大附屬南工畢業證書。

李俊璋副校長表示，兩校合併還有很多細節待協商，將成立改隸工作小組，由成大教務處、師培中

心、產創總中心、研發處、總務處、主計室、人事室等行政單位組成予以協助，最重要是在南工教學

實習、實驗研究等方面，投入成大資源，而每學年也將挹注2500萬元給南工。

很多學生家長關心臺南高工併入成大後，未來招生是否有優勢。李俊璋副校長表示，目前升大學管道

是多元的，將提供大學不分系與特殊選才、繁星名額，依規定大學名額要對所有高中職公平開放，不

能獨厚某一學校，但兩校合併後未來2校緊密合作，對南工學生直升成大一定有某種程度幫助，但原

則上招生仍是公平的。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簡稱臺南高工)申請改隸為國立成功大學附屬學校一案，兩校2013年校務

會議通過併校後，10年來歷經漫長程序，教育部於今(2023)年1月31日召開實地訪視及審查會議，最後

確認報教育部，終於在3月13日正式核准，並通過南工改隸後校名及掛牌日期；新校名為「國立成功

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預計今年8月1日正式掛牌，同時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

進修學校(簡稱成大附工)併入；藉由改隸合併，整合3校資源，提升南部地區技術型高中教學品質，共

創多贏。

任內參與此案最多的成大前校長蘇慧貞表示，「成大不只能讓下世代產業所需的人才服務國家社會，

更能接軌國際，呼應全球所需。」蘇慧貞校長指出，組織改隸與合併將是成功大學與「工業高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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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再一次，也是新連結；透過技職教育與高等教育資源整合，成功大學與臺南高工將共同帶動新技

術人才培育典範，更完整建構教育體系，深耕產業所需，實踐共同育才目標。

成功大學與臺南高工的積極互動始於2012年3月16日，由臺南高工時任校長李燦榮率領主管拜訪成大

時任校長黃煌煇，進行第一次交流座談；隨後成功大學相關行政主管列席臺南高工校務會議，表達臺

南高工如改隸附屬成功大學，可享正向教育資源，提昇兩校整體競爭力，並於校務會議正式成立「南

工與成功大學合併改隸研議小組」，開始建立兩校近、中、遠程目標。

成功大學與臺南高工針對改隸銜名、經費編列、教學資源分享、教職員生權益保障、未來規劃等議題

陸續舉辦過9次協商流座談會與6次校內教職員工座談會，充分凝聚共識；並曾由成功大學與臺南高工

共同辦理公聽會，邀請教育部國教署、臺南市政府、民意代表、社會賢達人士、校友會、家長會、教

師會、本校教職員工、退休人員、學生等參與交流，獲得正面迴響。

未來成功大學將針對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之校務規劃、人才培育、教員訓練、軟硬體設施等各

面向提供及整合教育資源，提升兩校整體競爭力，實現「全人教育、卓越成長、適性揚才」教育遠

景。

成大表示，改隸生效日為8月1日，8/1前畢業者領成大附工畢業證書，8/1起畢業者領國立成大附屬南

工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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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於成⼤物理系所舉辦的MTD研討會，邀請了
世界各地參與STAR實驗的專家到成⼤討論與MTD。

成功⼤學⻑期耕耘⾼能核物理獲得重要成果： 重現宇宙初期
極端環境，驗證夸克解禁錮現象

／

2023/3/16

　【記者孫紹逸／南市報導】⾃從

2012年在歐洲粒⼦物理中⼼發現了俗

稱「上帝粒⼦」的希格斯玻⾊⼦

（Higgs Boson）之後，⼤多數的⼈都

認為⾼能物理已經完成了最後⼀片拼

圖，再也沒有什麼值得期待的了。但

世界上還是有許多的物理學家致⼒於

研究奇妙的次原⼦世界，希望可以更

了解構成我們世界的基本粒⼦以及交互作⽤⼒，國立成功⼤學也不例外！⾃2014 年

起由物理系楊毅教授帶領⾼能核物理實驗室團隊參與位在美國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

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BNL） 的STAR實驗[註1]，在國科會與成功

⼤學的⼤⼒⽀持下，成⼤團隊在重味夸克的研究以及探測器的升級計畫中扮演了關

鍵的⾓⾊。

　在由量⼦⾊動⼒學所描述的核物理世界中，夸克與膠⼦無法⾃由的存在，他們⼀

定會被「強作⽤⼒」束縛成特定的粒⼦，⽽這種現象稱之為「⾊禁錮」（color

confinement）。但是在極⾼溫與⾼能量密度下，夸克跟膠⼦會處於短暫的⾃由狀態

並形成⼀種新的物質態，我們稱之為「夸克-膠⼦電漿態」（Quark-Gluon Plasma,

QGP），這種現象我們稱之為「解禁錮」（deconfinement），但這種極端環境只有

在宇宙初期以及⾼能重離⼦對撞下才會發⽣，因此為了研究這個特殊的現象與更了

解核作⽤⼒，物理學家投入了⼤量的⼼⾎在重離⼦物理中，希望可以藉由對撞⾼能

量的重離⼦來重建出宇宙初期的環境。STAR實驗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重離⼦物理實

驗之⼀。

　成⼤⾼能核物理實驗室主要參與了STAR實驗中緲⼦探測器（Muon Telescope

Detector, MTD）的研究⼯作，不但在2016年舉辦研討會邀請了世界各地（包括美

國、中國、荷蘭等）的專家⼀起到成⼤來討論MTD相關的物理，並且在2019年與

STAR團隊共同發表了兩篇研究J/psi粒⼦[註2]的重要文章，⼀篇是研究J/psi粒⼦在質

⼦對撞下的⽣成機制[1]，另⼀篇為研究J/psi粒⼦在⾦離⼦對撞下⽣成抑制狀況[2]，

這兩個研究對於了解量⼦⾊動⼒學有重要的貢獻。⽽於2020年，成⼤團隊也完成了

STAR升級計畫中矽微條探測器的主要任務，並且順利安裝到STAR實驗中進⾏取

數，預計運⾏⾄2025年，同時也參與了驗證愛因斯坦最出名的質能互換公式的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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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023年）3⽉，成⼤與STAR實驗組共同在美國物理評論快報（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發表了最新研究成果[4]，主要在研究Upsilon粒⼦（由兩個底夸

克所組成的粒⼦）在⾦離⼦對撞下的分解狀況，這也是第⼀次在布魯克海文國家實

驗室的相對論性重離⼦對撞機（Relativistic Heavy-Ion Collider, RHIC）中觀察到底

夸克的分解，也讓我們更了解夸克在極端環境下是如何與「夸克-膠⼦電漿態」進⾏

反應⽽進⼀步分解。然⽽，為什麼研究J/psi粒⼦不夠，還需要繼續研究Upsilon粒⼦

呢？主要是因為底夸克的質量比魅夸克要重很多，因此在「夸克-膠⼦電漿態」中就

很難產⽣出⾃由的底夸克，也就是說從Upsilon粒⼦中被分解出來的底夸克很難在

「夸克-膠⼦電漿態」再重組成新的Upsilon粒⼦（相反的，在研究中顯⽰J/psi粒⼦的

重組機率是不可忽略的）。另外⼀個主要的原因是Upsilon粒⼦總共有3個量⼦態，分

別研究這3個量⼦態的分解狀況，更可以讓我們知道夸克與夸克間的波函數⼤⼩與被

分解狀況的關係。Upsilon粒⼦在⾦離⼦對撞下分解的關係，這個結果由成功⼤學、

美國布魯課海文國家實驗室、中國科技⼤學等單位⼀起研究完成（布魯克海文國家

實驗室的新聞連結：https://www.bnl.gov/newsroom/news.php?a=121097），成⼤

物理系碩⼠⽣張哲嘉同學（現為神準科技⼯程師）在物理系楊毅教授的指導下，在

此研究中扮演了關鍵⾓⾊，包括了在緲⼦的鑑別（Upsilon粒⼦需要從兩個緲⼦重建

出來）、分辨3個Upsilon量⼦態以及最終的物理結果。楊毅教授表⽰：「這個分析非

常的不容易進⾏，主要是背景非常的⼤，因此要有非常好的⽅法將緲⼦從⼤量雜訊

中選出來，並且重建出Upsilon粒⼦再進⾏研究。未來成⼤會繼續在這個⽅⾯努⼒，

例如研究J/psi粒⼦⽣成與噴流的關係等，這些研究都可以幫助我們將量⼦⾊動⼒學

的拼圖⼀片片的拼起來。」，另外，楊毅也表⽰：「能夠跟國際最頂尖的團隊⼀起

合作並能夠有重要的貢獻，是讓我們持續成⻑的最好⽅式，非常感謝國科會與成功

⼤學這麼多年來的⽀持。」

　註1：STAR實驗是⼀個⼤型的國際合作實驗由13個國家、63個研究單位以及超過

600位科學家與⼯程師所共同參與，成⼤物理系⾼能核物理實驗室負責⼈楊毅教授從

2014年加入成⼤後便帶領團隊參與此重要國際合作計畫，並且也是台灣唯⼀參加的

團隊。

　註2：J/psi是由兩個「魅夸克」（charm quark）所組成的次原⼦粒⼦，也是丁肇

中院⼠於1974年所第⼀次在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發現並為此獲得1976年諾⾙爾物

理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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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學⻑期耕耘⾼能核物理獲得重要
成果 重現宇宙初期極端環境 驗證夸克解
禁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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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從2012年在歐洲粒⼦物理中⼼發現了俗稱「上帝粒⼦」的希格斯玻⾊
⼦（Higgs Boson）之後，⼤多數的⼈都認為⾼能物理已經完成了最後⼀片拼圖，再也沒有什麼
值得期待的了。但世界上還是有許多的物理學家致⼒於研究奇妙的次原⼦世界，希望可以更了解
構成我們世界的基本粒⼦以及交互作⽤⼒，國立成功⼤學也不例外！⾃2014 年起由物理系楊毅
教授帶領⾼能核物理實驗室團隊參與位在美國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BNL） 的STAR實驗[註1]，在國科會與成功⼤學的⼤⼒⽀持下，成⼤團隊在重味夸
克的研究以及探測器的升級計畫中扮演了關鍵的⾓⾊。

（圖說）2016年於成⼤物理系所舉辦的MTD研討會，邀請了世界各地參與STAR實驗的專家到成
⼤討論與MTD。（記者鄭德政攝）
在由量⼦⾊動⼒學所描述的核物理世界中，夸克與膠⼦無法⾃由的存在，他們⼀定會被「強作⽤
⼒」束縛成特定的粒⼦，⽽這種現象稱之為「⾊禁錮」（color con�nement）。但是在極⾼溫與
⾼能量密度下，夸克跟膠⼦會處於短暫的⾃由狀態並形成⼀種新的物質態，我們稱之為「夸克-
膠⼦電漿態」（Quark-Gluon Plasma, QGP），這種現象我們稱之為「解禁錮」
（decon�nement），但這種極端環境只有在宇宙初期以及⾼能重離⼦對撞下才會發⽣，因此為
了研究這個特殊的現象與更了解核作⽤⼒，物理學家投入了⼤量的⼼⾎在重離⼦物理中，希望可
以藉由對撞⾼能量的重離⼦來重建出宇宙初期的環境。STAR實驗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重離⼦物
理實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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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Upsilon粒⼦在不同對撞條件下分解程度的⼤⼩，顯⽰在兩個不同的量⼦態(1S與2S)下有
不同。（記者鄭德政攝）
成⼤⾼能核物理實驗室主要參與了STAR實驗中緲⼦探測器（Muon Telescope Detector, MTD）
的研究⼯作，不但在2016年舉辦研討會邀請了世界各地（包括美國、中國、荷蘭等）的專家⼀起
到成⼤來討論MTD相關的物理，並且在2019年與STAR團隊共同發表了兩篇研究J/psi粒⼦[註2]的
重要文章，⼀篇是研究J/psi粒⼦在質⼦對撞下的⽣成機制[1]，另⼀篇為研究J/psi粒⼦在⾦離⼦對
撞下⽣成抑制狀況[2]，這兩個研究對於了解量⼦⾊動⼒學有重要的貢獻。⽽於2020年，成⼤團隊
也完成了STAR升級計畫中矽微條探測器的主要任務，並且順利安裝到STAR實驗中進⾏取數，預
計運⾏⾄2025年，同時也參與了驗證愛因斯坦最出名的質能互換公式的研究[3]。

（圖說）成⼤⾼能核物理實驗室楊毅教授在STAR探測器前與MTD探測器。（記者鄭德政攝）
今年（2023年）3⽉，成⼤與STAR實驗組共同在美國物理評論快報（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發表了最新研究成果[4]，主要在研究Upsilon粒⼦（由兩個底夸克所組成的粒⼦）在⾦離⼦對
撞下的分解狀況，這也是第⼀次在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的相對論性重離⼦對撞機（Relativistic
Heavy-Ion Collider, RHIC）中觀察到底夸克的分解，也讓我們更了解夸克在極端環境下是如何與
「夸克-膠⼦電漿態」進⾏反應⽽進⼀步分解。然⽽，為什麼研究J/psi粒⼦不夠，還需要繼續研
究Upsilon粒⼦呢？主要是因為底夸克的質量比魅夸克要重很多，因此在「夸克-膠⼦電漿態」中
就很難產⽣出⾃由的底夸克，也就是說從Upsilon粒⼦中被分解出來的底夸克很難在「夸克-膠⼦
電漿態」再重組成新的Upsilon粒⼦（相反的，在研究中顯⽰J/psi粒⼦的重組機率是不可忽略
的）。另外⼀個主要的原因是Upsilon粒⼦總共有3個量⼦態，分別研究這3個量⼦態的分解狀
況，更可以讓我們知道夸克與夸克間的波函數⼤⼩與被分解狀況的關係。Upsilon粒⼦在⾦離⼦
對撞下分解的關係，這個結果由成功⼤學、美國布魯課海文國家實驗室、中國科技⼤學等單位⼀
起研究完成（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的新聞連結：https://www.bnl.gov/newsroom/news.php?
a=12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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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碩⼠⽣張哲嘉在美國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中報告他的研究成果。（記者鄭德政
攝）
成⼤物理系碩⼠⽣張哲嘉同學（現為神準科技⼯程師）在物理系楊毅教授的指導下，在此研究中
扮演關鍵⾓⾊，包括在緲⼦的鑑別（Upsilon粒⼦需要從兩個緲⼦重建出來）、分辨3個Upsilon
量⼦態以及最終的物理結果。楊毅教授表⽰：「這個分析非常的不容易進⾏，主要是背景非常的
⼤，因此要有非常好的⽅法將緲⼦從⼤量雜訊中選出來，並且重建出Upsilon粒⼦再進⾏研究。
未來成⼤會繼續在這個⽅⾯努⼒，例如研究J/psi粒⼦⽣成與噴流的關係等，這些研究都可以幫助
我們將量⼦⾊動⼒學的拼圖⼀片片的拼起來。」，另外，楊毅也表⽰：「能夠跟國際最頂尖的團
隊⼀起合作並能夠有重要的貢獻，是讓我們持續成⻑的最好⽅式，非常感謝國科會與成功⼤學這
麼多年來的⽀持。」
註1：STAR實驗是⼀個⼤型的國際合作實驗由13個國家、63個研究單位以及超過600位科學家與
⼯程師所共同參與，成⼤物理系⾼能核物理實驗室負責⼈楊毅教授從2014年加入成⼤後便帶領團
隊參與此重要國際合作計畫，並且也是台灣唯⼀參加的團隊。



2023/3/16 下午3:58 成功⼤學⻑期耕耘⾼能核物理獲得重要成果 重現宇宙初期極端環境 驗證夸克解禁錮現象 – 府城⼈語新聞網

https://tainantalk.com/20230315-23/ 5/6

註2：J/psi是由兩個「魅夸克」（charm quark）所組成的次原⼦粒⼦，也是丁肇中院⼠於1974年
所第⼀次在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發現並為此獲得1976年諾⾙爾物理獎。
[1] Physical Review D, 100, 052009, 2019
連結　https://journals.aps.org/prd/abstract/10.1103/PhysRevD.100.052009
[2] Physics Letters B 797, 134917, 2019
連結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70269319306392
[3] 成⼤⾼能核物理實驗室　參與驗證愛因斯坦著名公式
連結https://web.ncku.edu.tw/p/404-1000-227316.php?Lang=zh-tw
[4]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30, 112301, 2023
連結：https://link.aps.org/doi/10.1103/PhysRevLett.130.112301



2023/3/16 上午9:56 台南成⼤研究宇宙環境與美國同步發布-波新聞-https://www.bo6s.com.tw

https://www.bo6s.com.tw/news_detail.php?NewsID=62286 1/2

台南成⼤研究宇宙環境與美國同步發布
來源:波新聞 | ⽇期：2023-03-15 18:00:20 | 瀏覽次數：737

波新聞─翁順利／台南

台南市國立成功⼤學⾼能核物理實驗室團隊，致⼒研究次原⼦世界，15⽇與美國的

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同時發布重要研究成果，將重味夸克在極端環境的物理作

為，對於宇宙形成環境的研究獲得明顯進展

⾃從2012年在歐洲粒⼦物理中⼼發現了俗稱「上帝粒⼦」的希格斯玻⾊⼦之後，

⼤多數的⼈都認為⾼能物理已經完成了最後⼀片拼圖，再也沒有什麼值得期待的

了，但世界上還是有許多的物理學家致⼒於研究奇妙的次原⼦世界，希望可以更了

解構成世界的基本粒⼦以及交互作⽤⼒。

成⼤⾃2014年起由物理系教授帶領⾼能核物理實驗室團隊，參與位在美國布魯克

海文國家實驗室的STAR實驗，楊毅說，在由量⼦⾊動⼒學所描述的核物理世界

中，夸克與膠⼦無法⾃由的存在，他們⼀定會被「強作⽤⼒」束縛成特定的粒⼦，

⽽這種現象稱之為「⾊禁錮，但在極⾼溫與⾼能量密度下，夸克跟膠⼦會處於短暫

的⾃由狀態並形成⼀種新的物質態，即是「夸克-膠⼦電漿態」（QGP），這種現

象稱為「解禁錮」。

但這種極端環境只有在宇宙初期以及⾼能重離⼦對撞下才會發⽣，因此為了研究這

個特殊的現象與更了解核作⽤⼒，希望可以藉由對撞⾼能量的重離⼦來重建出宇宙

初期的環境。

成⼤⾼能核物理實驗室主要參與了STAR實驗中緲⼦探測器的研究⼯作，不但在

2016年舉辦研討會邀請了世界各地（包括美國、中國、荷蘭等）的專家⼀起到成

⼤來討論MTD相關的物理。

今年（2023年）3⽉，成⼤與STAR實驗組共同在美國物理評論快報上發表了最新

研究成果，主要在研究Upsilon粒⼦（由兩個底夸克所組成的粒⼦）在⾦離⼦對撞

下的分解狀況，這也是第⼀次在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的相對論性重離⼦對撞機中

觀察到底夸克的分解，更了解夸克在極端環境下是如何與「夸克-膠⼦電漿態」進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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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物理系碩⼠⽣張哲嘉同學，研究緲⼦的鑑別（Upsilon粒⼦需要從兩個緲⼦重

建出來）、分辨3個Upsilon量⼦態以及最終的物理結果。楊毅教授表⽰，未來成

⼤會繼續努⼒研究J/psi粒⼦⽣成與噴流的關係等，將量⼦⾊動⼒學的拼圖拼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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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成⼤研究宇宙環境與美國同步發布

來源：⾶揚新聞 | ⽇期：2023/03/15 | 瀏覽次數：19

  台南市國立成功⼤學⾼能核物理實驗室團隊，致⼒研究次原⼦世界，15⽇與美國的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同時發布重要

研究成果，將重味夸克在極端環境的物理作為，對於宇宙形成環境的研究獲得明顯進展

  ⾃從2012年在歐洲粒⼦物理中⼼發現了俗稱「上帝粒⼦」的希格斯玻⾊⼦之後，⼤多數的⼈都認為⾼能物理已經完成了

最後⼀片拼圖，再也沒有什麼值得期待的了，但世界上還是有許多的物理學家致⼒於研究奇妙的次原⼦世界，希望可以更

了解構成世界的基本粒⼦以及交互作⽤⼒。

  成⼤⾃2014年起由物理系教授帶領⾼能核物理實驗室團隊，參與位在美國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的STAR實驗，楊毅

說，在由量⼦⾊動⼒學所描述的核物理世界中，夸克與膠⼦無法⾃由的存在，他們⼀定會被「強作⽤⼒」束縛成特定的粒
⼦，⽽這種現象稱之為「⾊禁錮，但在極⾼溫與⾼能量密度下，夸克跟膠⼦會處於短暫的⾃由狀態並形成⼀種新的物質

態，即是「夸克-膠⼦電漿態」（QGP），這種現象稱為「解禁錮」。

  但這種極端環境只有在宇宙初期以及⾼能重離⼦對撞下才會發⽣，因此為了研究這個特殊的現象與更了解核作⽤⼒，希
望可以藉由對撞⾼能量的重離⼦來重建出宇宙初期的環境。

  成⼤⾼能核物理實驗室主要參與了STAR實驗中緲⼦探測器的研究⼯作，不但在2016年舉辦研討會邀請了世界各地（包
括美國、中國、荷蘭等）的專家⼀起到成⼤來討論MTD相關的物理。

  今年（2023年）3⽉，成⼤與STAR實驗組共同在美國物理評論快報上發表了最新研究成果，主要在研究Upsilon粒⼦
（由兩個底夸克所組成的粒⼦）在⾦離⼦對撞下的分解狀況，這也是第⼀次在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的相對論性重離⼦對

撞機中觀察到底夸克的分解，更了解夸克在極端環境下是如何與「夸克-膠⼦電漿態」進⾏反應。

  成⼤物理系碩⼠⽣張哲嘉同學，研究緲⼦的鑑別（Upsilon粒⼦需要從兩個緲⼦重建出來）、分辨3個Upsilon量⼦態以
及最終的物理結果。楊毅教授表⽰，未來成⼤會繼續努⼒研究J/psi粒⼦⽣成與噴流的關係等，將量⼦⾊動⼒學的拼圖拼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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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太空系統⼯程研究所碩⼠班	獨⽴招⽣15名額

提要

全國唯⼀涵蓋衛星系統、發射載具系統與地⾯站系統三⼤領域

本⽂共1172字

2023/03/16 11:53:27

經濟⽇報	張傑

為落實我國⾼階太空系統⼯程⼈才培育政策、培育跨領域之能與實務操作能⼒之太空系統⼯程⼈才，並且進⼀步強化與

太空⼯程產業之合作提升學校與產業研發能量，成功⼤學新設太空系統⼯程研究所，將於	112	學年度起招收碩⼠學⽣15

位。

教育部最近核定三校新成⽴太空系統⼯程研究所，其中成⼤的太空系統⼯程研究所是全國新設太空系統⼯程研究所中包

含領域最廣最完整的研究所，奠基於暨有航空太空⼯程學系（所），結合跨學院、跨領域共同成⽴專注於地⾯系統、⽕

箭系統與衛星系統三⼤領域，其中⼜包含了發射站、衛星地⾯控制接收站、態推進系統、固態推進系統、複合⽕箭系

統、衛星姿態推進系統（電推、單推或雙推）、低軌道衛星與⽴⽅衛星等⼦項⽬研究範圍。

讚 1

成⼤太空⼯程研究所更是全國唯⼀涵蓋衛星系統、發射載具系統與地⾯站系統等三⼤領域的研究教學單位。成⼤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3/03/16/2/20653274.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2023/3/16 下午3:17 成⼤太空系統⼯程研究所碩⼠班 獨立招⽣15名額 | 熱⾨亮點 | 商情 | 經濟⽇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7035239?from=edn_search_result 2/5

成⼤航空太空⼯程學系副主任吳志勇副教授指出，成⼤航太教育⼀向聞名全台，教學及研究⽔準也都受到國內外⾼度認

可，師資陣容強⼤，包括許多在太空科技領域具有豐富經驗的專家，且學術研究成果在國際上也具有⼀定的影響⼒。此

外，成⼤與國內外太空相關單位和企業有著⻑久的良好合作關係，學⽣可以有機會參與相關的實務專案和實習，提⾼實

務能⼒。

近年來，各國每年編列的太空預算從數⼗億⾄數千億新台幣不等，世界累計投⼊太空發展的⾦額更是超過數兆新台幣，

⾄今這個數⽬仍在持續增加。吳志勇副教授分析，為什麼太空如此重要，以致世界各國願意投⼊如此龐⼤的資源發展太

空?究其原因，乃是各國深知發展太空所帶來的效益將遠⼤於投⼊的成本。舉凡軍事國防、⺠⽣經濟、基礎科學、⼯程技

術、交通運輸、電⼦通訊、導航定位、氣象預測、環境監控、地表探勘與海洋監測等等，幾乎涵蓋了⼈類所有⽣活的部

份，都與太空的發展息息相關，⾃然其重要性與創造的效益⾮同⼩可，所以各國才會每年注⼊龐⼤的資源⾄太空領域。

成⼤⾝為航太領域中臺灣最頂尖的學府，早已深根太空領域數⼗年，是國內⽬前唯⼀包含太空之「衛星科學研究」、

「推進載具」、「衛星本體」、「任務酬載」與「太空⺠⽣應⽤」完整五⼤區塊的學校，⽽且校內許多教師和研究⼈員

都有直接參與國內、國際成功太空任務的經驗，如此得天獨厚的條件是成⼤進⾏太空發展的最佳優勢。

成功⼤學新設太空系統⼯程研究所，將於	112	學年度起招收碩⼠學⽣15位。成⼤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3/03/16/2/20653326.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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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太空⼯程研究所更是全國唯⼀涵蓋衛星系統、發射載具系統與地⾯站系統等三⼤領域的研究教學單位。除了持續新

聘太空系統⼯程的師資外，國⽴成功⼤學在太空系統⼯程相關之教授共有155位，師資涵蓋航太⼯程、物理、電機與電漿

等領域。

成⼤新設「太空系統⼯程研究所碩⼠班」112	學年度開始招⽣，報名時間從	3	⽉	23	⽇到	28	⽇，採取書⾯審查與⼝試，

⼝試時間為	4	⽉	22	⽇，預計	5	⽉	4	⽇放榜。報名可洽成⼤報名系統（簡章公布於成功⼤學綜合業務組之招⽣資訊）

https://adms-acad.ncku.edu.tw/p/406-1044-250162,r326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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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增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 112學年起招收15人
 ｜2023.03.16

國立成功大學新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將於112學年度起招收碩士學生15位。圖／成大

提供

【本報台南訊】為了培養高階太空科技人才，國立成功大學新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

所，將於112學年度起招收碩士學生15位。

成大表示，教育部最近核定三校新成立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其中成大的太空系統工

程研究所是全國新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中包含領域最廣最完整的研究所，包括地面

系統、火箭系統與衛星系統三大領域，其中又包含了發射站、衛星地面控制接收站、

態推進系統、固態推進系統、複合火箭系統、衛星姿態推進系統、低軌道衛星與立方

衛星等子項目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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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成大提供

成大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副主任吳志勇副教授指出，近年來各國每年編列的太空預算從

數十億至數千億新台幣不等，世界累計投入太空發展的金額更是超過數兆新台幣，至

今這個數目仍在持續增加。

為了配合台灣的太空政策，成大這次整合航空太空工程、太空物理與電資電通研究與

教學能量，透過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設立增聘師資，培育我國尖端太空系統工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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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提升大學太空系統工程、科學研究與教學能量。這些跨領域系統工程人才將服

務於台灣太空系統工程產業及其供應鏈，進軍全球太空產業。



1/3

2023年3月16日

進軍太空產業報名時間 3 月 23 到 28 日 成大太空系統工程
研究所獨立招生15 名額

taidaily.com/2023/exhibition/459228

（記者黃文博/台南報導）為了落實我國高階太空系統工程人才培育政策、培育跨領域之能
與實務操作能力之太空系統工程人才，並且進一步強化與太空工程產業之合作提升學校與
產業研發能量，成功大學新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將於 112 學年度起招收碩士學生 15

位。

成大新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碩士班」112 學年度開始招生，報名時間從 3 月 23 日到 28

日，採取書面審查與口試，口試時間為 4 月 22 日，預計 5 月 4 日放榜。報名可洽成大報名
系統（簡章公布於成功大學綜合業務組之招生資訊）

教育部最近核定三校新成立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其中成大的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是全
國新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中包含領域最廣最完整的研究所，奠基於暨有的航空太空工程
學系（所），結合跨學院、跨領域共同成立專注於地面系統、火箭系統與衛星系統三大領
域，其中又包含了發射站、衛星地面控制接收站、態推進系統、固態推進系統、複合火箭
系統、衛星姿態推進系統（電推、單推或雙推）、低軌道衛星與立方衛星等子項目研究範
圍。

成大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副主任吳志勇副教授指出，成大的航太教育一向聞名全台，教學及
研究水準也都受到國內外高度認可，師資陣容強大，包括了許多在太空科技領域具有豐富
經驗的專家，且學術研究成果在國際上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此外，成大與國內外太空相

https://www.taidaily.com/2023/exhibition/45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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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單位和企業有著長久的良好合作關係，學生可以有機會參與相關的實務專案和實習，提
高實務能力。

為了配合台灣的太空政策，成大這次整合航空太空工程、太空物理與電資電通研究與教學
能量，透過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設立增聘師資，培育我國尖端太空系統工程科技人才，提
升大學太空系統工程、科學研究與教學能量。這些跨領域系統工程人才將服務於台灣太空
系統工程產業及其供應鏈，進軍全球太空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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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新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 112學年起招生15人

2023-03-16 10:32  聯合報／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為了培育高階太空科技人才，國立成功大學新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將於112學年度

起招收碩士學生15位。

成大表示，報名時間從至3月23日到28日，採取書面審查與口試，口試時間為4月22

日，5月4日放榜，報名可洽成大報名系統（簡章公布於成功大學綜合業務組之招生資

訊）https://adms-acad.ncku.edu.tw/p/406-1044-250162,r3265.php?Lang=zh-tw

成大表示，教育部最近核定三校新成立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其中成大的太空系統工程

研究所是全國新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中包含領域最廣最完整的研究所，包括地面系

統、火箭系統與衛星系統三大領域，其中又包含了發射站、衛星地面控制接收站、態推

進系統、固態推進系統、複合火箭系統、衛星姿態推進系統（電推、單推或雙推）、低

軌道衛星與立方衛星等子項目研究範圍。

成大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副主任吳志勇副教授指出，近年來各國每年編列的太空預算從數

十億至數千億新台幣不等，世界累計投入太空發展的金額更是超過數兆新台幣，至今這

個數目仍在持續增加。

國立成功大學新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 ，將於 1 1 2學年度起招收碩士學生 1 5位。圖／成 大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4%AA%E7%A9%B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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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配合台灣的太空政策，成大這次整合航空太空工程、太空物理與電資電通研究與教

學能量，透過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設立增聘師資，培育我國尖端太空系統工程科技人

才，提升大學太空系統工程、科學研究與教學能量。這些跨領域系統工程人才將服務於

台灣太空系統工程產業及其供應鏈，進軍全球太空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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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新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 ，將於 1 1 2學年度起招收碩士學生 1 5位。圖／成 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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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坤醫師成⼤管理顧問班授課受歡迎 前副市⻑也報名
2023-03-15

成功⼤學管理顧問班⽣活藝術專班上課，學員多是成功企業家。（藝群醫美集團提供）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藝群醫學美容集團董事⻑王正坤醫師應聘⾄成功⼤學管理顧問班⽣活藝術專班授課，他以醫學美容產業為例談服務業⾏銷等內容，深受學⽣的喜愛，學員當中有

8旬企業家阿嬤，還有本⾝也是醫師的前副市⻑顏純左也被吸引報名參加系列課程。

王正坤是企管博⼠、⽪膚科專科醫師，3⽉14⽇晚上他在成⼤授課「醫學美容服務業⾏銷與建構患者信任」，強調醫美服務提供的產品是服務⼯作，並非單獨提

供實體產品⽽已，⽽服務是無形的。想要提⾼服務品質，必須從服務的特性、構⾯、衡量服務品質、標竿學習等多⽅探討，想要建構患者的信任，必須建立在良

好的醫學知識基礎上，預防醫美副作⽤，使⽤合法產品，不要誇⼤廣告等。

報名參加上課的學員多是成功企業家，包括前副市⻑顏純左、80多歲的善⼼企業家許黃彩好，都來享受學習的快樂。王正坤說，經營管理優劣是企業存亡關鍵，

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才是當前企業最迫切的需要，可以提升企業競爭⼒。現今社會，⼈⼈都想變美，醫學美容產業蓬勃發展，醫美診所競爭也越來越激烈，每家診

所都積極在投放商業廣告，同時也必須加強提升服務品質，才能贏得患者信任，產⽣良好⼝碑。

王正坤指出，服務⽣產的瞬間即是消費，相同的服務品質會因顧客個⼈感受不同⽽有不同的滿意度，⽽且無形的服務不能像有形的產品⼀樣被儲存在倉庫裡。想

要提⾼顧客滿意度，就必須提⾼服務品質，重視⼝碑、個⼈需求、過去經驗與外部溝通，並且衡量服務品質的可靠性、回應性、確實性、關懷性、有形性。讓感

動式的服務來超越顧客的期待，建立信任，使消費者變成忠誠顧客。

藝群醫美集團董事⻑王正坤到成⼤授課，深受學⽣的喜愛。（藝群醫美集團提供）

他以醫美服務為例，業者想要贏得患者信任，必須透明公開各種治療醫學原理、合法藥材、合法儀器、副作⽤等。必須在事前告知雷射可能發⽣傷⼝反⿊副作

⽤，注射⾁毒桿菌素可能發⽣肌⾁無⼒副作⽤，注射玻尿酸可能發⽣瘀⾎、⾎管栓塞、眼睛失明等副作⽤。醫師必須全⼒預防副作⽤，病⼈知道可能發⽣的情形

並且簽署同意書之後，才能進⾏治療。這些服務細節都可以贏得病⼈的信任。這種誠信的態度，也適⽤在各種服務業，例如餐飲、住宿、旅遊、銀⾏、各類技術

服務、諮詢服務等。他說，提升服務品質是所有企業的共識，所有學員與老師互相分享⼼得，共同享受美好的管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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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美服務業必須建構患者信任	王正坤醫師成⼤管顧班授課

本⽂共915字

2023/03/15 23:18:04

經濟⽇報	張傑

成功⼤學管理顧問班開設⽣活藝術專班，聘請藝群醫學美容集團董事⻑王正坤醫師，14⽇於成功⼤學⼯業設計系⼤成

館，以「醫學美容服務業⾏銷與建構患者信任」為主題授課。

王正坤醫師以醫學美容產業為例，服務業提供的產品是服務⼯作，並⾮單獨提供實體產品⽽已，⽽服務是無形的。想要

提⾼服務品質，必須從服務的特性、構⾯、衡量服務品質、標竿學習等多⽅探討，想要建構患者的信任，必須建⽴在良

好的醫學知識基礎上，預防醫美副作⽤，使⽤合法產品，不要誇⼤廣告等。

讚 0

藝群醫學美容集團董事⻑王正坤醫師，於成功⼤學⼯業設計系⼤成館，以「醫學美容服務業⾏銷與建構患者信任」為主題授課。王正坤

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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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參加上課的學員多是成功企業家，前台南市副市⻑顏純左醫師也抱著終⾝學習的態度來參加系列課程，也有80多歲

的善⼼企業家許⿈彩好⼥⼠，她在鋪橋造路幫助弱勢之餘，也來享受學習的快樂，王正坤醫師說，企業的經營和管理優

劣是企業存亡的關鍵，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才是當前企業最迫切的需要，可以提升企業競爭⼒。

王正坤醫師指出，現今社會，⼈⼈都想變美，醫學美容產業蓬勃發展，醫美診所競爭也越來越激烈，每家診所都積極在

投放商業廣告。除了商業廣告投放以外，醫美診所必須加強提升服務品質，才能贏得患者信任，產⽣良好⼝碑。

王正坤醫師表⽰，服務的特性是無形性、不可分割性、異質性、揮發性。服務⽣產的瞬間即是消費，相同的服務品質會

因顧客個⼈感受不同，⽽有不同的滿意度，⽽且無形的服務，不能像有形的產品⼀樣被儲存在倉庫裏。

藝群醫學美容集團董事⻑王正坤醫師，以「醫學美容服務業⾏銷與建構患者信任」為主題授課。王正坤醫師/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3/03/15/2/20644075.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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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提⾼顧客滿意度，就必須提⾼服務品質，重視⼝碑、個⼈需求、過去經驗與外部溝通，並且衡量服務品質的可靠

性、回應姓、確實性、關懷性、有形性，讓感動式的服務來超越顧客的期待，建⽴信任，使消費者變成忠誠顧客。

醫美業者想要贏得患者信任，必須透明公開各種治療醫學原理、合法藥材、合法儀器、副作⽤等，必須在事前告知雷射

可能發⽣傷⼝反⿊副作⽤，注射⾁毒桿菌素可能發⽣肌⾁無⼒副作⽤，注射玻尿酸可能發⽣瘀⾎、⾎管栓塞、眼睛失明

等副作⽤。醫師必須全⼒預防副作⽤，病⼈知道可能發⽣的情形並且簽署同意書之後，才能進⾏治療。這些服務細節都

可以贏得病⼈的信任。

這種誠信的態度，也適⽤在各種服務業，例如餐飲、住宿、旅遊、銀⾏、各類技術服務、諮詢服務等。提升服務品質是

所有企業的共識，所有學員與⽼師互相分享⼼得，⼀起享受⼀堂美好的管理課程。

藝群醫學美容集團董事⻑王正坤醫師，以「醫學美容服務業⾏銷與建構患者信任」為主題授課。王正坤醫師/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3/03/15/2/20644046.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2023/3/16 上午9:49 成⼤管理顧問班王正坤醫師　傳授「醫美⾏銷與建構患者信任」 | 台灣好新聞 TaiwanHot

https://www.taiwanhot.net/news/1025793/成⼤管理顧問班王正坤醫師+傳授「醫美⾏銷與建構患者信任」 1/4

成⼤管理顧問班王正坤醫師　傳授「醫美⾏銷與建構

患者信任」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3-03-15 15:51

成功⼤學管理顧問班開設⽣活藝術專班，聘請藝群醫學美容集團董事⻑王正坤醫

師，14⽇晚間在成功⼤學⼤成館，傳授「醫學美容服務業⾏銷與建構患者信

任」，所有學員與老師互相分享⼼得，享受美好的管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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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參加上課的學員多是成功企業家，前台南市副市⻑顏純左醫師也抱著終⾝學

習的態度來參加系列課程，80多歲的善⼼企業家許黃彩好女⼠，在鋪橋造路幫助

弱勢之餘，也來享受學習的快樂。

王正坤醫師以醫學美容產業為例，服務業提供的產品是服務⼯作，並非單獨提供

實體產品⽽已，⽽服務是無形的，想要提⾼服務品質，必須從服務的特性、構

⾯、衡量服務品質、標竿學習等多⽅探討，想要建構患者的信任，必須建立在良

好的醫學知識基礎上，預防醫美副作⽤，使⽤合法產品，不要誇⼤廣告等。

企業的經營和管理優劣是企業存亡的關鍵，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才是當前企業最迫

切的需要，可以提升企業競爭⼒。現今社會，⼈⼈都想變美，醫學美容產業蓬勃

發展，醫美診所競爭也越來越激烈，每家診所都積極在投放商業廣告。

王正坤指出，想要提⾼顧客滿意度，就必須提⾼服務品質，重視⼝碑、個⼈需

求、過去經驗與外部溝通，並且衡量服務品質的可靠性、回應姓、確實性、關懷

性、有形性。讓感動式的服務來超越顧客的期待，建立信任，使消費者變成忠誠

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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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美業者想要贏得患者信任，必須透明公開各種治療醫學原理、合法藥材、合法

儀器、副作⽤等。醫師必須全⼒預防副作⽤，病⼈知道可能發⽣的情形並且簽署

同意書之後，才能進⾏治療。

王正坤醫師強調，這種誠信的態度，也適⽤在各種服務業，例如餐飲、住宿、旅

遊、銀⾏、各類技術服務、諮詢服務等。

王正坤醫師是企管博⼠、⽪膚科專科醫師，現任台灣美容醫療促進協會理事⻑、

⻑榮⼤學企管博⼠班老師、成功⼤學EMBA碩⼠班老師、國立中⼭⼤學後EMBA老

師與藝群醫學美容集團董事⻑，藝群醫美集團旗下有11家診所與1家Dr.藝群保養

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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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集團創辦人母校併入成大　副校長揭露直升優勢
mnews.tw/story/20230315nm022

台南高工併入成功大學獲教育部核准。（翻攝自Google Maps）

生活 2023.03.15 16:58 臺北時間

記者｜郭妤

國立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台南高工）獲教育部核定併入成功大學，將於8月1日正式掛
牌，更名為「國立成功大學附屬台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簡稱成大附屬南工，台南高工
的知名校友包含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誠品創辦人吳清友等。而擁有85年歷史的成大附
工（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同步在8月停招，未來台南高工是否享有直
升成大優勢，副校長表示一定有某種程度的幫助，但原則上仍是公平招生。

台南高工申請併入成功大學案，兩校在2013年校務會議通過，並送教育部核定，教育部終
於在13日通過此案。成大校長沈孟儒對於台南高工併入成大表達歡迎，未來會協助爭取更
多資源；成大副校長李俊璋則說，兩校合併將成立改隸工作小組，將投入成大資源，每學
年挹注2,500萬元給台南高工。

台南高工併入成大後，學生在大學招生是否有優勢？成大表示，目前升大學管道是多元
的，有提供台南高工大學不分系名額與特殊選才、繁星名額，依規定大學招生須對所有高
中職公平開放，不能獨厚某校，兩校合併後將緊密合作，對台南高工學生直升成大一定有
某種程度的幫助，但原則上招生仍是公平的。

https://www.mnews.tw/story/20230315nm022


2/2

台南高工位於台南永康，原名「台南州立台南工業學校」，創立於日治1941年，1945年改
名為台灣省立台南工業職業學校， 1951年再改為台灣省立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併入成
大之後，在校生8月後可以領取附屬南工的畢業證書。

更新時間 2023.03.15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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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領袖⼤學初階班。

勞⼯朋友逗陣來讀冊南市勞⼯領袖⼤學初階班招⽣中
／

2023/3/16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為建構

市⻑黃偉哲「希望家園」願景，提升

臺南在職勞⼯朋友管理職能，市府勞

⼯局與國立成功⼤學合作辦理「勞⼯

領袖⼤學」階梯式學習課程，今

（112）年初階班將於3⽉30⽇（四）

開課，預計招收70名學員，每周⼆、

四晚上6時30分⾄9時30分於國立成功

⼤學成功校區資訊⼤樓⼩格致廳上課，共計80⼩時，受理報名⾄3⽉24⽇截⽌。

　「勞⼯領袖⼤學」透過初階、進階、⾼階、菁英班階梯式學習課程，提供勞⼯朋

友吸收新知、提升⼯作職能及終⾝學習的機會；勞⼯局⻑王鑫基局說今年「勞⼯領

袖⼤學」初階班課程內容豐富多元，課程包含勞⼯法規及領導、管理類，例如TTQS

基礎入⾨之訓練績效、勞動三法與勞⼯權益、勞動契約、勞保與職災保險探討、財

務管理策略、勞⼯老年⽣活保障法令與實務、提升⾃我職埸競爭⼒、簡報製作與表

達技巧、⼯會組織發展與經營等；今（112）年更新增規劃「HR的選育⽤留」、

「⼀起健康動起來」、「⼈際關係與⼼理調適」等全新課程，帶給學員多元學習。

　勞⼯領袖⼤學報名資格為設籍或服務於本市具勞保⾝份在職勞⼯，為⿎勵學員終

⾝學習，開放106年（含）以前取得⾼階班結訓證書學員可回流參訓，有意參加課程

者可直接線上報名https://reurl.cc/gZZ34b，相關資訊及招⽣簡章可⾄永華市政中

⼼、⺠治市政中⼼及所轄各就業服務台索取，或可由臺南市政府勞⼯局職訓就服中

⼼網站（http://job.tainan.gov.tw/）查詢，如有相關報名問題，可電洽⺠治市政中⼼

（06）6330820分機303、永華市政中⼼（06）2991111分機7776、7777、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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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領袖⼤學初階班30⽇開課
2023-03-15

勞⼯局⿎勵勞⼯參與勞⼯領袖⼤學，⾃我充電。（勞⼯局提供）

記者陳佳伶⁄新營報導

市府勞⼯局與國立成功⼤學合作辦理「勞⼯領袖⼤學」，初階班將在卅⽇開課，預計招收七⼗名學員，課程內容除勞⼯法規、提升職場競爭⼒、還有⼀起健康動

起來等，初階課程共八⼗⼩時，歡迎勞⼯⼀起來上課、⾃我充電。

勞⼯局說，「勞⼯領袖⼤學」透過初階、進階、⾼階、菁英班階梯式學習課程，提供勞⼯朋友吸收新知、提升⼯作職能及終⾝學習的機會。

勞⼯局⻑王鑫基表⽰，今年「勞⼯領袖⼤學」初階班課程內容豐富多元，課程包含勞⼯法規及領導、管理類，例如ＴＴＱＳ基礎入⾨之訓練績效、勞動三法與勞

⼯權益、勞動契約、勞保與職災保險探討、財務管理策略、勞⼯老年⽣活保障法令與實務、提升⾃我職埸競爭⼒、簡報製作與表達技巧、⼯會組織發展與經營

等。

今年更新增規劃「ＨＲ的選育⽤留」、「⼀起健康動起來」、「⼈際關係與⼼理調適」等全新課程，帶給學員多元學習。

職訓就服中⼼主任梁偉玲說，勞⼯領袖⼤學報名資格為設籍或服務在南市，具勞保⾝份在職勞⼯，可直接線上報名https://reurl.cc/gZZ34b，受理報名廿四⽇

截⽌，預定卅⽇開課，每周⼆、四晚上六時卅分⾄九時卅分，在成⼤成功校區資訊⼤樓⼩格致廳上課，有相關問題可洽詢訓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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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府勞⼯領袖⼤學初階班 三⽉卅⽇開課
2023-03-15

勞⼯局⿎勵勞⼯參加勞⼯領袖⼤學，⾃我充電。（勞⼯局提供）

記者陳佳伶／新營報導

市府勞⼯局與國立成功⼤學合作辦理「勞⼯領袖⼤學」，初階班將在卅⽇開課，預計招收七⼗名學員，勞⼯局說，課程內容豐富，除勞⼯法規、提升職場競爭

⼒、還有⼀起健康動起來、⼈際關係與⼼理調適等，初階課程共八⼗⼩時，歡迎勞⼯⼀起來上課、⾃我充電。

勞⼯局說，「勞⼯領袖⼤學」透過初階、進階、⾼階、菁英班階梯式學習課程，提供勞⼯朋友吸收新知、提升⼯作職能及終⾝學習的機會。

2023勞⼯領袖⼤學初階班招⽣中。（勞⼯局提供）

勞⼯局⻑王鑫基表⽰，今年「勞⼯領袖⼤學」初階班課程內容豐富多元，課程包含勞⼯法規及領導、管理類，例如TTQS基礎入⾨之訓練績效、勞動三法與勞⼯

權益、勞動契約、勞保與職災保險探討、財務管理策略、勞⼯老年⽣活保障法令與實務、提升⾃我職埸競爭⼒、簡報製作與表達技巧、⼯會組織發展與經營等。

今年更新增規劃「HR的選育⽤留」、「⼀起健康動起來」、「⼈際關係與⼼理調適」等全新課程，帶給學員多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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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訓就服中⼼主任梁偉玲說，勞⼯領袖⼤學初階班報名資格為設籍或服務在南市，具勞保⾝份在職勞⼯，受理報名廿四⽇截⽌，預定卅⽇開課，每周⼆、四晚上

六時卅分⾄九時卅分，在成⼤成功校區資訊⼤樓⼩格致廳上課，有相關問題可洽詢訓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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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 ／  上下古今

成大宿舍伙食（上）

王定華  2023-03-15 03:00 ET

我於一九五六年的九月去台南市成功大學，開始四年的求學生涯。那年學校剛由省立台

灣工學院（俗稱台南工學院）改制為國立成功大學，首任校長是閻振興博士。

在成大的四年期間，除了剛開始的第一學期，在學校附近租屋居住外，其餘的時間都住

在校本部對面的僑生宿舍。我是本地中學畢業生，被分配到僑生宿舍，主要的原因是當

時僑生不足，才由本地生補缺。新建的僑生宿舍是兩層樓鋼筋混凝土建築，相當新穎，

聽說當時由美援項目下撥款建造。至於為什麼由美國人出錢來建，我始終不明白。

在成大求學的四年期間，一直是在學生宿舍包的伙食：一日三餐、一周七天，末曾間斷

過。那時的宿舍餐廳共有三處：校本部有男女餐廳各一，規模都不大，僑生宿舍區的餐

廳較大，每日約有近千學生在此進食。

餐廳的廚師由學校出錢雇用，伙食則由學生選出來的伙食委員（伙委）負責，每學期快

要結束時，由參伙學生投票選舉下屆伙委；規模大的僑生宿舍餐廳，要選出三名伙委。

競選活動的熱烈狀況，不亞於當今的縣市長選舉，五顏六色的海報貼滿宿舍各處。當選

人除了伙食免費之外，最大的好處是：每日採購食物時，從肉商、魚商及菜商處都可拿

到點回扣。不過這工作也蠻辛苦的，清晨天還沒亮時，就需帶著廚房師傅去菜市場採

購，每日三餐要吃些什麼，也是傷腦筋的一件事。

談到三餐吃的東西，從每月繳交的一百五十元新台幣伙食費來看，不會好到哪裡去。典

型的早餐是稀飯，配上一小塊腐乳，有時是三、四十顆的水煮花生，或是半個鹹鴨蛋，

稀飯無限量供應。吃完這簡單的早餐，上完第一節課後就饑腸轆轆，期待著午餐的到

來。熬到正午，由學生社團「西莎社」主持的廣播節目開始，透過公共播音系統，首先

聽到的是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這段音樂四年來未曾變過，每聽到這段「午餐音

樂」，就知道吃飯的時間到了，快快趕去餐廳。

一般來說，午晚兩餐，吃的都差不多，一葷一素。葷菜通常是一塊不到半手掌大的紅燒

五花肉片，或是一條手掌大小的吳郭魚，有時能吃到雞肉，算是加菜了。那個時代，雞

肉比豬牛肉都貴，不過鴨肉倒常吃。

至於蔬菜方面，經常吃的是空心菜，空心菜如果去梗留葉，用蒜蓉猛火快炒，是道清爽

可口的小菜，但要準備近千人的菜，就無法這麼做了，結果做出來的大鍋水煮空心菜梗

多葉少，味如嚼蠟，難以下咽。除此之外，高麗菜、小白菜、豆芽菜、豆腐等也是常吃

的菜。這些葷素菜，通常都是伴隨著兩大海碗的白飯塞進肚子去的。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cate/arts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6%8A%95%E7%A5%A8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8%94%AC%E8%8F%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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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為全台最賺公立醫院」 台南人覺得怪...醫院尷尬回應

2023-03-16 13:30  聯合報／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分享

健保署昨天公布全台各家醫院盈餘狀況，其中公立醫院當中，以台南的成大最賺錢、排

名第一，但看在台南市民的眼中，覺得「怪怪的」、「竟然比奇美還要賺」、「連公家

醫院都能這麼賺，真是台南人的福氣」。成大醫院對此尷尬回應「應該只是湊巧」、

「111年應該不會這麼賺了」。

健保署公布110年全台225家醫療院所的財務，其中最賺錢的前5名當中，成大是唯一一

家公立醫院，可以說是全台最會賺錢的公家醫院。

成大醫務秘書許志新表示，主要是醫療之外的業外收入增加，達到9.5億元，而之前有

投資做檢驗自動化，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剛好在110年的財務報表中顯現出來。

許志新表示，以109年的財務來看，成大盈餘排名全台14，110年突然竄升，原因應該

是多元的，可能在停車場、美食廣場、研究計畫、捐贈等項目上，收益剛好比較多，而

且因為疫情，各家醫院的業務都有受到影響，台南地區只有一家公立醫學中心，可能受

到南部民眾的支持，所以業績表現一直不錯，受疫情影響相對比其他醫院小。

國立成 大醫院躍升為 全 台 最賺錢的 公立醫院。 本報資料照片

讚 2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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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全台幾家大型公立醫院的盈餘排名都是上上下下，過去以台大的表現最好，1

10年可能成大的數字比較突出，但是公家醫院財務透明，還要負擔「急、重、難、

罕」的醫療社會責任，成本應該都比私立醫院高，110年的財務表現，應該只是湊巧而

已，成大並沒有賺的特別多。

衛福部健保署昨天公布110年，225家醫療院所財報及醫療服務申報情形，林口長庚整

體結餘34.79億元，雖較前一年43.47億元，衰退8.68億元，但仍連續第六年蟬聯第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則蟬聯醫務最賺錢醫院，結餘18.77億元，較前一年20.47億元，

減少1.7億元。成大附醫、義大醫院則首度進入前五名，研判與非醫務收入增加有關，

而台大醫院整體結餘則從109年第4名19.93億元，跌落至第8名的11.0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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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 大醫院躍升為 全 台 最賺錢的 公立醫院。 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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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最賺錢醫院 林⼝⻑庚34.79億蟬聯／結餘正數醫院占
比上升⾄89.3% 主要收入多來⾃「非醫務」

非醫務、醫務收⽀結餘前10⼤院所

2023/03/16 05:30

〔記者林惠琴、王俊忠、林旻臻／綜合報導〕衛福部健保署昨公布⼆○⼆⼀年醫療機構財報，結餘為正數的家數占率上
揚⾄八⼗九．三％，最賺錢醫院⼀、⼆名持續由林⼝、⾼雄⻑庚醫院奪下，⽽原本在⼗名之外的成⼤、義⼤醫院⼀⼝氣
挺進前五名。但這些蟬聯、名次⼤躍進的醫院，財源主要都是「非正業」的「非醫務收入」挹注。

健保署依法公布⼆○⼆⼀年領取健保費⽤⼆億元以上、⼆⼆五家院所財報，以醫務、非醫務收入合計的整體結餘來看，
最⾼仍是林⼝⻑庚卅四．七九億元，但醫務收入卻是⾚字⼆．四八億元。其次⾼雄⻑庚卅⼆．六三億元，醫務收入七．
⼀八億元，占比不到四分之⼀。

成⼤、義⼤醫院挺進前5名

前⼀年位於⼗四、⼗五名的成⼤、義⼤醫院，⼀⼝氣衝上四、五名，結餘分別為⼗七．三七億、⼗三．八九億元，也是
非醫務收入為⼤宗，分別有⼗四．八七億、⼗．八三億元。在前⼗名中，還有第六名台北榮總整體結餘⼗三．八五億
元、第八名台⼤醫院⼗⼀．○七億元、第⼗名桃園⻑庚醫院⼗．四五億元，非醫務收入都是主要財庫。

⻑庚醫院⾏政中⼼副總執⾏⻑蘇輝成表⽰，近年疫情影響醫療本業，但影響⻑庚損益主因仍是創辦⼈王永慶捐贈股票；
若台塑企業股息、股利佳，醫院結餘就好。

⾄於沒有股票加持的公立醫院，健保署醫管組副組⻑劉林義說明，北榮、台⼤醫院有較⼤筆受贈收入。成⼤醫院回應
說，非醫務收入增加的項⽬，包括有停⾞場、美食廣場、研究計畫、捐贈等，加上該院先前建置的檢驗⾃動化基礎設
施，節省許多⼈、物⼒，都在醫院財務報告上展現成效。

醫務收入為主醫院 中國附醫結餘最多

以醫務收入為主的前⼗名醫院，則是中國醫藥⼤學附設醫院，整體結餘廿三．五三億元、⾼雄醫學⼤學附設醫院⼗三．
四四億元、彰化基督教醫院⼗．九八億元。

另有三家醫院未排入整體結餘前⼗名，但非醫務收入表現突出，包含基隆⻑庚醫院、新光醫院、⼤⾥仁愛醫院。新光與
⾦融資產挹注有關；⼤⾥仁愛解釋多為外界捐款。

劉林義指出，⼆○⼆⼀年為疫情影響第⼆年，與疫情⾸年相較，整體收⽀結餘家數占率從八⼗六．三％增加⾄八⼗九．
三％，單純醫務收⽀結餘家數比例也由七⼗⼀．四％上升⾄七⼗⼆．四％，除了健保總額近八千億元⽀持外，也與當時
約五％總額的特別預算挹注有關，⽀撐共度疫情難關。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3/03/16/7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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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健保署昨公布2021年醫院財務報
告，最賺錢醫院再度由林⼝⻑庚醫院結

餘34.79億元蟬聯。（資料照，記者陳
逸寬攝）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3/03/16/7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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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賺錢醫院前10名 高達7家財源都非醫務本業
2023/03/15 21:13

台北榮總為2021年結餘最多的公立醫院。（資料照，記者林惠琴攝）

〔記者林惠琴／台北報導〕衛福部健保署今⽇公布2021年醫療機構財報，有結餘家數占率上揚

⾄89.3%，最賺錢醫院1、2名持續由林⼝、⾼雄⻑庚醫院奪下，⽽原本在10名之外的成⼤、義

⼤醫院⼀⼝氣挺進前5名，但這些蟬聯、名次⼤躍進的醫院，財源主要都是「非正業」的「非

醫務收入」挹注。

健保署依法公布2021年領取健保費⽤2億元以上、225家院所財報，以醫務、非醫務收入合計

的整體結餘來看，最⾼仍是林⼝⻑庚34.79億元，但醫務收入卻是⾚字2.48億元，其次⾼雄⻑

庚32.63億元，醫務收入也僅7.18億元，占比不到1/4。

原位於14、15名的成⼤、義⼤醫院，⼀⼝氣衝上4、5名，整體結餘分別為17.37億、13.89億

元，也是非醫務收入為⼤宗，分別有14.87億、10.83億元。在前10名中，還有第6名台北榮總

整體結餘13.85億元、第8名台⼤醫院11.07億元、第10名桃園⻑庚10.45億元，非醫務收入都

是主要財庫。

⻑庚醫院⾏政中⼼副總執⾏⻑蘇輝成表⽰，近年疫情當然影響醫療本業，但影響⻑庚損益主要

仍是創辦⼈王永慶捐贈股票，因此台塑企業股息、股利佳，醫院結餘就好。

⾄於沒有股票加持的公立醫院，健保署醫管組副組⻑劉林義說明，北榮、台⼤醫院有較⼤筆受

贈收入，成⼤醫院則利息收入較多，也都有雜項收入，可能包含研究計畫、停⾞場或美食街等

收入。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3/03/15/4241056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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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名中國醫藥⼤學附設醫院整體結餘23.53億元、第7名⾼雄醫學⼤學附設醫院13.44億元、

第9名彰化基督教醫院10.98億元，則是少數醫務收入為主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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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為林⼝⻑庚醫院外觀。（本報資料照片）

前5賺醫院 長庚冠亞軍 成大義大首進榜
中國時報 陳⼈⿑04:10 2023/03/16

健保署公布110年營收前五名醫院

健保署昨公布110年全國225家醫療機構財務報告，其中有201家整體結餘435億元創下歷來新⾼，林⼝⻑庚醫院、⾼

雄⻑庚醫院分別以34.79億、32.63億佔據1、2名，成⼤附醫、義⼤醫院則⾸度闖進前5賺醫院，臺⼤醫院則從109年

的第4名跌⾄第8名。

健保署表⽰，兩間⻑庚醫院的非醫務收入主要來⾃股票，但與前⼀年度相比，林⼝⻑庚的股票收入減少13億元，⾼雄

⻑庚則減少10億元；中國附醫則以23.53億整體結餘排第3名，其中醫務收入增加9億、非醫務（研究計畫）增加5.6億

元。

成⼤醫院109年收入僅6.41億排第14名，110年以17.37億闖進第4名，主要是醫務結餘由虧轉盈，非醫務結餘⼤增7

億；義⼤醫院109年排第15名，但110年非醫務結餘⼤增，及投資收入5.8億元挹注，⾸度攻占第5名。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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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醫院⾏政中⼼副總執⾏⻑蘇輝成表⽰，因創辦⼈王永慶先⽣早期捐贈股票，每年都會有股息收入挹注，因此只要

台塑集團分配的股息狀況好，醫院的財報都會較為亮眼。

台⼤醫院在109年收入⾼居第4名，110年則跌⾄第8名，健保署指出，雖然台⼤醫院業務收入從65.5億增為72.2億，

但業務外費⽤增加7億，導致排名下滑。

台灣醫療改⾰基⾦會表⽰，從這份報告中看不出健保總額在各層級與地區分配的公平性，疫情期間第⼀線⾎汗醫護抗

爭的消息仍時有所聞，公私立醫院間是否有勞逸不均問題都未獲得解答。

新光醫院副院⻑洪⼦仁說，近年各家醫院的醫療本業獲利，隨健保點值及健保總額不斷下調，籲政府逐年調⾼總額，

才能改善醫院體質及新藥、新科技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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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蟬聯最賺錢醫院 成⼤附醫、義⼤⾸進
前5
2023/3/15 12:23（3/15 14:01 更新）

健保署15⽇公布110年醫院財報，林⼝⻑庚醫院年賺新台幣34.79億元、連6年蟬聯最賺錢醫院；成⼤附
醫、義⼤醫院今年衝上前5名，分居第4、第5名。中央社記者沈佩瑤攝 112年3⽉15⽇

（中央社記者沈佩瑤台北15⽇電）健保署今天公布110年醫院財報，林⼝⻑庚醫院年

賺新台幣34.79億元、連6年蟬聯最賺錢醫院，但整體收入較去年縮⽔；成⼤附醫、

義⼤醫院今年衝上前5名，分居第4、第5名。

根據健保法規定，凡是領取健保費⽤達⼀定⾨檻的醫療院所都須公布財務報告，⺠國

102年⾄106年⾨檻為4億元，107年起降⾄2億元。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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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今天上午公布去年醫療院所財報，根據統計，110年領取

健保費⽤2億元以上的院所共225家院，包括19家醫學中⼼、81家區域醫院、121家

地區醫院、3家基層診所及1家醫事檢驗所。

整體財報結果顯⽰，110年5⼤最賺錢醫院中，前3名與去年相同，林⼝⻑庚醫院賺

34.79億元最多、⾼雄⻑庚醫院32.63億元居次，中國醫藥⼤學附設醫院的23.53億

元。

國立成功⼤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義⼤醫療財團法⼈義⼤醫院今年⾸次衝進前5名，分

別以17.37億元、13.89億元排第4、第5名；台灣⼤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則從去年的第4

名跌落⾄第8名。

最虧錢醫院⽅⾯，⼟城醫院年虧損4.48億元居冠，其次依序為台⼤癌醫中⼼分院虧損

2.23億元、⿇豆新樓醫院虧損0.85億元、嘉義⻑庚醫院虧損0.68億元、雲林⻑庚醫院

虧損0.43億元。

這次有1家醫事檢驗所⾸次上榜，登全醫事檢驗所因委託代檢、年賺0.16億元；⾄於

去年入榜的3家基層診所今年仍在榜上，排名同樣由遠東聯合診所年賺1.16億元居

冠，接著依序為書⽥診所0.31億元，安慎診所0.22億元。

健保署醫務管理組副組⻑劉林義分析，110年財報顯⽰，醫務收⽀有結餘的家數占率

均較109年微幅提升，從86.3%⾄89.3%，有虧損的家數則是24家，顯⽰除因健保總

額近8000億元⽀持外，政府也因應於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當年挹

注約5%總額的特別預算，⽀撐醫界共渡難關，確保⺠眾獲得適切醫療服務。

他舉例，⼟城醫院109年4⽉才設立，去年虧損5.63億元，今年虧損縮⼩⾄4.48億

元，醫務收入較去年增加約17億元，但因醫務成本部分也增加約15億元，醫務收入

仍比成本多⼀點，所以短絀減少。（編輯：李亨⼭）11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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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6連霸最賺錢醫院 成大義大首次進榜
ntdtv.com.tw/b5/20230315/video/360842.html

更新時間：2023-03-15 18:48:11

【新唐人亞太台 2023 年 03 月 15 日訊】健保署今天（15日）公布2021年225家醫療院所財
務報告，前三名與上年相同，長庚醫院體系有2家上榜，其中，林口長庚連續6年居冠，年
度整體結餘為34.79億，為全台最賺錢醫院，但較上年少賺8.68億，高雄長庚醫院整體年度
結餘也達32.63億；成大、義大醫院首次進榜，分別位居第4名與第5名。也首次有醫檢所上
榜。台大醫院則摔出前5名，只有第8名。

 

 

https://www.ntdtv.com.tw/b5/20230315/video/360842.html?%E6%9E%97%E5%8F%A3%E9%95%B7%E5%BA%9A6%E9%80%A3%E9%9C%B8%E6%9C%80%E8%B3%BA%E9%8C%A2%E9%86%AB%E9%99%A2%20%E6%88%90%E5%A4%A7%E7%BE%A9%E5%A4%A7%E9%A6%96%E6%AC%A1%E9%80%B2%E6%A6%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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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公布醫院申報！⻑庚最賺 成⼤、義⼤⾸次進前5

▲醫務管理組劉林義副組⻑表⽰，有結餘的家數，比109年微幅提升，歸因於健保總額8千億元的⽀持以外，
政府也因應疫情投注5%總額的特別預算挹注。（攝影／葉立斌）

【NOW健康 葉立斌／台北報導】健保署今（15）⽇公布醫院的結餘，其中最賺錢的是林⼝
⻑庚、⾼雄⻑庚；但最賠錢的是由⻑庚經營的⼟城醫院，可說是「最賺⻑庚，賠最多也⻑

庚」。同時因疫情有⼤量的檢驗需求，今年⾸度有醫事檢驗所入榜。

林⼝⻑庚結餘34.79億元最賺 ⻑庚經營新北⼟城醫院虧損4.48億元

健保署表⽰，根據《全⺠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報財務》報告辦法，健保署公開110年領
取健保費⽤2億元以上的225家院所。健保署表⽰，整體收⽀或是單就醫務收⽀來看，有結
餘的家數，比109年微幅提升，歸因於健保總額8千億元的⽀持以外，政府也因應疫情投注
5%總額的特別預算挹注。醫務管理組劉林義副組⻑表⽰，因為有部分醫院合併（員榮醫院
合併員⽣醫院、台⼤⽣醫併台⼤新⽵醫院），所以從上次的227家轉為225家。

最受矚⽬的是，整體結餘⾦額最⾼者為⻑庚醫療財團法⼈林⼝⻑庚紀念醫院，結餘34.79億
元。但醫務結餘是虧損2.48億元，非醫務結餘為37.27億元。虧損最多的是委託⻑庚經營的
新北市立⼟城醫院，虧損4.48億元。

健保署醫務管理組副組⻑劉林義表⽰，從整體或單就醫務收⽀來看，有結餘家數的佔率與去

年相較整體收⽀從86.3%到89.3%，醫務收⽀71.4%提升到72%，政府因應疫情投入約5%
總額的特別預算，確保醫院保有醫療量能，⺠眾能得到適當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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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院與義⼤醫院 ⾸度擠進收⽀結餘前5⼤

值得注意的是，義⼤醫院與成⼤醫院⾸度進入前5名。台⼤醫院去年為第4名整體收入為
19.93億元，然今年的整體結餘為11.07億元，居第8名。今年排名第4與第5的成⼤與義⼤醫
院也是因非醫務收入較⾼，兩家醫院今年⾸度入前10名。其中成⼤醫院的整體結餘為17.37
億元，義⼤醫院13.89億元。劉林義表⽰，非醫務的結餘來源⼤多是股票，⾼雄⻑庚降到
34.8億元，股票降了19 億元。

關於營收的差異，⻑庚醫院⾏政中⼼副執⾏⻑蘇輝成說明，⻑庚醫院創辦⼈王永慶早期捐贈

部分台塑股票給醫院，只要股息多醫院結餘便會多，林⼝與⾼雄⻑庚是因為這些股息帶動盈

餘；但⼟城醫院是由新北市府委託經營的BOT，沒有股息這類業外收入，且⼟城醫院成立
時間短，還很難獲利，最後則是疫情影響，使得⼟城醫院盈餘不多。另兩家醫院也是業外收
入較低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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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今（15）⽇公布110年度整體收⽀結餘前20⼤院所。（圖／健保署提供）



2023/3/16 下午1:54 Linkou hospital leads profit list for sixth year - Taipei Times

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23/03/16/2003796189 1/2

Thu, Mar 16, 2023 page2

By Lee I-chia / Staff reporter   

Linkou hospital leads pro�t list for sixth year
RELATIVELY STABLE: New Taipei City Tucheng Municipal Hospital had the highest overall
de�cit at NT$448 million, but 89.3 percent of hospitals had a surplus, the NHIA said

Linkou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generated the highest overall profit among the nation’s healthcare
facilities last year for the sixth consecutive year, a report released yesterday by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NHIA) showed.

The report — an annual publication of the profits of healthcare facilities that received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HI) funding exceeding NT$200 million (US$6.54 million) in the previous year — showed that
Linkou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reported NT$3.47 billion in profit.

Nineteen medical centers, 81 regional hospitals, 121 district hospitals, three primary care clinics and one
clinical laboratory met the reporting criteria for last year, the NHIA said.

The exterior of Linkou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is pictured in an undated photograph.

Photo: Chen Yi-kuan, Taipei Times

Kaohsiung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ranked second, with NT$3.26 billion, followed by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with NT$2.35 billio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Hospital with NT$1.73
billion and E-Da Hospital with NT$1.38 billion.

This year is the first time that NCKU Hospital and E-Da Hospital were included in the top five hospitals with
the highest profits, the NHIA said, adding th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which ranked fourth in
2021, fell to eighth in the rankings for last year.

In terms of revenue derived solely from medical services, the most profitable hospital was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with NT$1.87 billion, followed by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Chung-Ho Memorial
Hospital with NT$1.41 billion,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with NT$748 million, Taipei City Hospital with
NT$728 million and Kaohsiung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with NT$718 million.

New Taipei City Tucheng Municipal Hospital had the highest overall deficit at NT$448 million, followed b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with NT$223 million, Tainan’s Sin-Lau Hospital with NT$85 million,
Chiayi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with NT$68 million and Yunlin County’s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with NT$43 million.

The percentage of healthcare facilities that had surplus revenue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rose from 86.3
percent in 2021 to 89.3 percent last year, while only 24 facilities had a deficit, the NHIA said.

https://twitter.com/intent/tweet?text=Linkou+hospital+leads+profit+list+for+sixth+year%20https%3A%2F%2Fwww.taipeitimes.com%2FNews%2Ftaiwan%2Farchives%2F2023%2F03%2F16%2F2003796189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s%3A%2F%2Fwww.taipeitimes.com%2FNews%2Ftaiwan%2Farchives%2F2023%2F03%2F16%2F2003796189&t=Linkou+hospital+leads+profit+list+for+sixth+year
https://lineit.line.me/share/ui?url=https%3A%2F%2Fwww.taipeitimes.com%2FNews%2Ftaiwan%2Farchives%2F2023%2F03%2F16%2F2003796189?utm_medium=P&utm_campaign=SHARE&utm_sourc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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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was likely as a result of the nearly NT$800 billion NHI budget for last year, which was augmented with
special medical funding of about 5 percent of the total budget to support healthcare facilities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administration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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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院⼀般內科陳昭佑醫師。

⼼房顫動治療 什麼是3D立體定位電氣燒灼術？
／

2023/3/16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房顫

動是國⼈常⾒⼼律不整，隨著年齡上

升，疾病盛⾏率將會越⾼，根據統計

每7⼈終⾝會有1⼈罹患⼼房顫動。⼼

臟⾎管科專科醫師、成⼤醫院⼀般內

科陳昭佑醫師指出，台灣即將邁入超

⾼齡社會，根據研究推算，2050年全

台⼼房顫動⼈⼝將會達到73萬⼈，如何好好治療這個疾病，及避免最嚴重的併發症

「中風」，將是重⼤挑戰。

　⼼房顫動患者常因⼼悸、胸悶和喘⽽就診，但也有⼈在中風住院時才⾸次發現。

根據國外研究，⼼房顫動患者比⼀般⼈的中風機會⾼了5倍，因此要好好服藥治療及

追蹤。

　⽬前可⽤來偵測⼼房顫動的⽅式，除常規的⼼電圖及24⼩時連續⼼電圖外，也有

穿戴的智慧⼿錶或植入裝置，像是衛福部核可為醫療器材的智慧型⼿錶、特殊設計

的⻑期⾃費貼片或⽪下植入裝置，可延⻑偵測時間從14天到3年不等，提⾼檢出率。

　陳昭佑醫師表⽰，醫師根據風險評估，會給予⾼風險族群規則使⽤抗凝⾎劑，以

預防中風；多數患者⽬前的採⽤新型⼝服抗凝⾎劑有各項好處，不需要定期抽⾎監

測凝⾎功能，也較少造成腦出⾎副作⽤。依據患者症狀及共病症，評估使⽤抗⼼律

不整的藥物、3D立體定位電氣燒灼術或冷凍氣球消融術等治療，降低⼼房顫動發作

的頻率，減少⼼悸、喘等不適。

　陳昭佑醫師指出，成⼤醫院每年有60-70位患者接受3D立體定位電氣燒灼術治療，

因新⼯具及技術的普及，使得治療時間⼤幅縮短，即使是無法接受輻射線或擔⼼其

副作⽤的患者，成⼤醫院也有無輻射⼼房顫動電燒的經驗。近年來有許多國際研究

證據顯⽰，第⼀線使⽤電燒治療比傳統藥物治療有好的成效，及更低的⼼律不整復

發機率。

　有些患者仍會擔⼼電燒併發症⽽有所卻步。陳昭佑醫師指出，根據現⾏國際指

引，在第⼀線藥物治療失敗或因⼼房顫動導致⼼臟衰竭，就應該考慮進⾏電燒⼿術

治療。他表⽰，其實電燒⼿術算是相當安全的微創⼿術，患者可配合時甚⾄不⽤全

⾝⿇醉，只需要局部⿇醉配合鎮靜藥物；⽽透過導管及3D立體定位，將電燒導管帶

到左⼼房進⾏肺靜脈隔離的電燒⼿術，患者也僅在右鼠蹊部有⼩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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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昭佑醫師提醒，⼼房顫動的治療因⼈⽽異，患者應諮詢⼼臟專科、電⽣理治療

專科醫師的意⾒，以控制⼼房顫動，不僅能減少中風，也可以減少⼼律不整造成⼼

衰竭住院、甚⾄死亡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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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燒灼 拯救⼼房顫動
2023-03-16

婦服藥控制卻導致甲狀腺功能低下副作⽤　成醫改變治療術後未復發

醫師陳昭佑表⽰，電氣燒灼術可有效治療⼼房顫動防中風，且復發率低。
（記者葉進耀攝）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名59歲婦⼈2年前因⼼悸就醫確診「⼼房顫動」，經藥物控制導致甲狀腺功能低下副作⽤；改採電氣燒灼治療⾄今未再復發，也無需再服⽤有甲狀腺副作⽤的

藥物。

成⼤醫院⼀般內科及⼼臟內科醫師陳昭佑指出，⼼房顫動是國⼈常⾒⼼律不整，隨著年齡上升，疾病盛⾏率越⾼。根據統計，台灣每7⼈終⾝會有1⼈罹患⼼房顫

動，患者常因⼼悸、胸悶和喘就診，但也有⼈在中風住院時才發現。據國外研究，⼼房顫動患者比⼀般⼈中風風險⾼5倍。

他說，⽬前可⽤來偵測⼼房顫動的⽅式，除常規的⼼電圖及24⼩時連續⼼電圖外，也有衛福部核可為醫療器材的穿戴式智慧型⼿表、特殊設計的⻑期⾃費貼片或

⽪下植入裝置，可延⻑偵測時間從14天～3年不等，提⾼檢出率。

醫師會根據評估，給予⾼風險族群規則使⽤抗凝⾎劑，預防中風。多數患者⽬前採⽤的新型⼝服抗凝⾎劑，無需定期抽⾎監測凝⾎功能，也較少造成腦出⾎副作

⽤。

另，外依患者症狀及共病症，評估使⽤抗⼼律不整的藥物、3D立體定位電氣燒灼術或冷凍氣球消融術等治療，降低⼼房顫動發作的頻率，減少⼼悸、喘等不

適。

陳昭佑說，根據現⾏國際指引，在第1線藥物治療失敗或因⼼房顫動導致⼼臟衰竭，就該考慮電燒⼿術治療，為⾏之有年相當安全的微創⼿術，患者僅需局部⿇

醉配合鎮靜藥物；⽽透過導管及3D立體定位，將電燒導管帶到左⼼房進⾏肺靜脈隔離的電燒⼿術，患者也只在右鼠蹊部有⼩傷⼝。近年來有許多國際研究證據

顯⽰，第1線使⽤電燒治療比傳統藥物治療有好的成效，及更低的⼼律不整復發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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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每7人有1人患心房顫動 醫：心臟亂跳胸悶別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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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指出，⼼房顫動患者常因⼼悸、胸悶和會喘⽽就診，但也有⼈在中風住院時才⾸次發

現；圖為情境照。（圖取⾃shutterstock）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房顫動是國⼈常⾒的⼼律不整，隨著年齡上升，罹

病盛⾏率越⾼，據統計國內每7⼈會有1⼈罹患⼼房顫動。成⼤醫院⼀般內科醫師

陳昭佑指出，台灣即將邁入超⾼齡社會，據研究推算2050年全台⼼房顫動⼈⼝將

達到73萬⼈，如何妥善治療這疾病及避免最嚴重的併發症「中風」，是重⼤挑

戰。

⼼房顫動患者常因⼼悸、胸悶和會喘⽽就診，但也有⼈在中風住院時才⾸次發

現。有國外研究，⼼房顫動患者比⼀般⼈的中風機會⾼出5倍，患者必須好好服藥

治療與追蹤。

陳昭佑表⽰，⽬前可⽤來偵測⼼房顫動的⼯具，除常規⼼電圖及24⼩時連續⼼電

圖外，也有穿戴的智慧⼿錶或植入裝置，像是衛福部核可為醫療器材的智慧型⼿

錶、特殊設計的⻑期⾃費貼片或⽪下植入裝置，可延⻑偵測時間從14天到3年不

等，提⾼檢出率。

陳昭佑說，醫師根據風險評估，會給予⾼風險族群規則使⽤抗凝⾎劑，預防中

風；多數患者⽬前採⽤新型⼝服抗凝⾎劑有各項好處，不需要定期抽⾎監測凝⾎

功能，也較少有腦出⾎副作⽤。依據患者症狀及共病症，評估使⽤抗⼼律不整的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3/03/15/php6wr8IB.jpg


2023/3/16 下午2:21 我國每7⼈有1⼈患⼼房顫動 醫：⼼臟亂跳胸悶別輕忽

https://health.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240544 2/3

藥物、3D立體定位電氣燒灼術或冷凍氣球消融術等治療，以降低⼼房顫動發作頻

率，減少⼼悸、喘等不適。

⼼ 房 顫 動 患 者 經 歷 電 燒 治 療 後 症 狀 改 善 ， 原 本 胸 部 X 光 看 到 的 ⼼ 臟 擴 ⼤ 現 象 也 改 善 。

（圖：成⼤醫院提供）

陳醫師指出，成醫每年有60-70位患者接受3D立體定位電氣燒灼術治療，因新⼯

具技術普及，治療時間⼤幅縮短，即使是無法接受輻射線或擔⼼其副作⽤的患

者，成醫也有無輻射⼼房顫動電燒的經驗。近年來有許多國際研究證據顯⽰，第

⼀線使⽤電燒治療比傳統藥物有好的成效，及更低的⼼律不整復發率。

對於有患者會擔⼼電燒併發症⽽卻步，陳昭佑說明，現⾏國際指引，在第⼀線藥

物治療失敗或因⼼房顫動導致⼼臟衰竭，就應考慮做電燒⼿術。其實電燒⼿術是

相當安全的微創⼿術，患者只需要局部⿇醉配合鎮靜藥，透過導管及3D立體定

位，將電燒導管帶到左⼼房進⾏肺靜脈隔離的電燒術，只在右鼠蹊部有⼩傷⼝。

他也提醒，⼼房顫動的治療因⼈⽽異，患者應諮詢⼼臟專科、電⽣理治療專科醫

師的意⾒，以控制⼼房顫動，不僅能減少中風，也可以減少⼼律不整造成⼼衰竭

住院、甚⾄死亡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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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院⼀般內科醫師陳昭佑指3D立體定位電氣燒灼術是對付⼼房顫動的利器。（記者王

俊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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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院運⽤3D立體定位電氣燒灼術　治療⼼房顫動
2023-03-15 16:31

記者黃文博／台南報導

⼼房顫動是國⼈常⾒⼼律不整，隨著年齡上升，疾病盛⾏率將會越⾼，根據統計每7⼈終⾝會有1⼈罹患⼼房顫動。⼼臟⾎管科專科

醫師、成⼤醫院⼀般內科陳昭佑醫師指出，台灣即將邁入超⾼齡社會，根據研究推算，2050年全台⼼房顫動⼈⼝將會達到73萬

⼈，如何好好治療這個疾病，及避免最嚴重的併發症「中風」，將是重⼤挑戰。

⼼房顫動患者常因⼼悸、胸悶和喘⽽就診，但也有⼈在中風住院時才⾸次發現。根據國外研究，⼼房顫動患者比⼀般⼈的中風機會

⾼了5倍，因此要好好服藥治療及追蹤。

⽬前可⽤來偵測⼼房顫動的⽅式，除常規的⼼電圖及24⼩時連續⼼電圖外，也有穿戴的智慧⼿錶或植入裝置，像是衛福部核可為醫

療器材的智慧型⼿錶、特殊設計的⻑期⾃費貼片或⽪下植入裝置，可延⻑偵測時間從14天到3年不等，提⾼檢出率。

陳昭佑醫師表⽰，醫師根據風險評估，會給予⾼風險族群規則使⽤抗凝⾎劑，以預防中風；多數患者⽬前的採⽤新型⼝服抗凝⾎劑

有各項好處，不需要定期抽⾎監測凝⾎功能，也較少造成腦出⾎副作⽤。依據患者症狀及共病症，評估使⽤抗⼼律不整的藥物、3D

立體定位電氣燒灼術或冷凍氣球消融術等治療，降低⼼房顫動發作的頻率，減少⼼悸、喘等不適。

陳昭佑醫師指出，成⼤醫院每年有60-70位患者接受3D立體定位電氣燒灼術治療，因新⼯具及技術的普及，使得治療時間⼤幅縮

短，即使是無法接受輻射線或擔⼼其副作⽤的患者，成⼤醫院也有無輻射⼼房顫動電燒的經驗。近年來有許多國際研究證據顯⽰，

第⼀線使⽤電燒治療比傳統藥物治療有好的成效，及更低的⼼律不整復發機率。

有些患者仍會擔⼼電燒併發症⽽有所卻步。陳昭佑醫師指出，根據現⾏國際指引，在第⼀線藥物治療失敗或因⼼房顫動導致⼼臟衰

竭，就應該考慮進⾏電燒⼿術治療。他表⽰，其實電燒⼿術算是相當安全的微創⼿術，患者可配合時甚⾄不⽤全⾝⿇醉，只需要局

部⿇醉配合鎮靜藥物；⽽透過導管及3D立體定位，將電燒導管帶到左⼼房進⾏肺靜脈隔離的電燒⼿術，患者也僅在右鼠蹊部有⼩傷

⼝。

陳昭佑醫師提醒，⼼房顫動的治療因⼈⽽異，患者應諮詢⼼臟專科、電⽣理治療專科醫師的意⾒，以控制⼼房顫動，不僅能減少中

風，也可以減少⼼律不整造成⼼衰竭住院、甚⾄死亡的風險。

成⼤醫院利⽤3D立體定位電氣燒灼術治療⼼房顫動。（圖／成⼤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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