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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delta進入校園 成大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ner.gov.tw/news/6135ad59f3e3e8000722a7c6

2021-09-06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成大防疫
國籍航空機師近日累積3人突破性感染新冠肺炎，其中1名機師基因定序已確認為印度delta

變異株，另1名機師則是傳染給小孩。為防堵印度株進入校園，成大採取應變措施包括，教
職員工生家中有人，被匡列為直接接觸者或間接接觸者，被集中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
禁止入校，結束後應執行快篩陰性才可入校.

其次有接到細胞簡訊之教職員工生，學校提供免費快篩，加強自主健康管理7天，無症狀始
得入校。

 

 

https://www.ner.gov.tw/news/6135ad59f3e3e8000722a7c6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A4%A7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9%98%B2%E7%9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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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堵Delta進入校園 成大提供免費快篩給收到細胞簡訊師生
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662328

針對機師染疫案，成大師生若收到細胞簡訊，學校將提供免費快篩。（圖由成大提供）

2021/09/06 12:32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因應機師確診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送110萬筆細胞簡訊，提醒足跡重疊的民眾防範，為了守住校園防線，
成功大學今天表示，師生若收到細胞簡訊，學校將提供免費快篩。

成大表示，為防堵印度Delta變異株進入校園，學校經防疫小組決議採取應變措施，包括教
職員工生家中若有人被匡列為直接接觸者或間接接觸者，被集中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
禁止入校，結束後應執行快篩陰性才可入校。

而有接到細胞簡訊的教職員工生，學校提供免費快篩，加強自主健康管理7天，無症狀始得
入校。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662328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9/06/3662328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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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師生若收到細胞簡訊 學校提供免費快篩
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906002363-260405

13:02 2021/09/06 中時 林志成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906002363-26040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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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航空機師帶入Delta病毒株，指揮中心發出110萬通細胞簡訊，要收到者提高警覺。成
大今天表示，有接到細胞簡訊之成大教職員工生，學校提供免費快篩，加強自主健康管理7

天，無症狀始得入校。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9月3日下午2時30分開始已發送給機師群聚事件的確診者接觸或活
動軌跡重疊者細胞簡訊。針對8月13日至9月2日期間，曾與確診者接觸或曾於相關時間及地
點出入之民眾，發送疫情警示簡訊，簡訊發送110萬人，為我國自疫情開始後，發送細胞簡
訊最多的一次。

成大表示，為配合中央積極阻斷社區傳播鏈之各種途徑與可能性，防堵Delta病毒株進入校
園，經學校防疫小組決議，教職員工生家中有人，被匡列為直接接觸者或間接接觸者，被
集中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禁止入校，結束後應執行快篩陰性才可入校。

成大表示，由於目前全台疫苗人口涵蓋率43.77％（第一劑 43.77％、第二劑 4.14％）。劑
次人口比47.9％，累計接種人次1124萬3600，總人口數2347萬0633。尚未達專家預估之較
為安全的全體社會防護狀態，因此成大採取以上措施，守護校園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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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成科技捐贈負壓專責照護區予成大醫院 為第一線醫護人
員提供直接保護

ettoday.net/news/20210904/2071831.htm

▲可成科技捐贈負壓專責照護區予成大醫院，設置在急診室戶外停車場，提供急診因應緊
急防疫之需，區內亦具有充足的醫療設備與先進的醫療系統，讓急診醫護人員可以為病人
進行完整的檢查與治療。（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可成科技捐贈負壓專責照護區予成大醫院，設置在急診室戶外停車場，提供急診因應緊急
防疫之需，將確診或疑似COVID-19病患分流，協助醫院為該類病患提供緊急處置空間，以
減少醫護人員與病患直接接觸的機會，為成大醫院第一線醫護人員提供直接保護，並維持
急診之正常運作。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904/20718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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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負壓專責照護區」由可成科技公司獨家捐贈，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提供設計及專
案管理協助。可成科技表示，5月中疫情突然擴大，造成全國醫療量能與資源的嚴重負擔，
可成科技身為台南在地企業，長期致力於社會公益，於新冠疫情尚未遏止期間，全力相挺
響應成大醫院號召，捐贈戶外負壓專責照護區及相關附屬醫用設備予成大醫院，並捐款相
挺鄰近的台南市立安南醫院及提供醫院補充相關防疫物資等，守護醫護人員健康，使第一
線醫護人員能安心投入救護工作、治療病患。

除了對於醫療照護的支持外，可成科技對社福團體的關懷也不落人後，近期受疫情影響，
民眾減少外出與消費使善款和發票捐贈銳減，經費短缺連帶衝擊社福團體，可成科技捐款
援助創世基金會與罕見疾病基金會等社福團體，助一臂之力與社福團體一同渡過疫情難
關。可成科技同感疫情下醫療人員的辛勤並感謝醫護人員之付出，希望能成為醫護人員堅
強的後盾並與醫護人員共同抗疫，將持續以實際行動支持防疫與醫護，期待與社會一同度
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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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沈孟儒院長指出，對於COVID-19的疫情控制，要等到全民接種疫苗覆蓋率達到一
定比率，才能發揮防疫的較佳效果，目前推估要到年底才可能達標；在此之前，為持續因
應COVID-19疫情的變化，做好醫療及防護，落實「專責醫療」成為醫院的重點。成大醫院
謝謝可成科技公司的捐贈，一起為醫療防疫努力。

這個照護區的設置，同時也展現了沈孟儒院長認為醫療人員面對疫情時應有的4個「無ㄐㄩ
ˋ」的態度與理念：無懼、無拒、無距、無具。透過負壓病房、醫護防護達成「無懼」病毒
與「無拒」病人；讓醫病、探視能夠「無距」互動；並以透過防疫物聯網傳遞資訊的無線
醫療載具，減少病人身上配線監測儀器的使用，朝「無具」的方向邁進。因此，全面性規
劃的「負壓專責照護區」的啟用，提供急診醫護同仁能夠面對COVID-19 等新興傳染病的
挑戰。照護區中具有完整的負壓照護空間設置，可收治疑似或確診的病人而不影響急診的
正常運作；獨立的動線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人員交會，減少院內感染的風險；區內亦具有
充足的醫療設備與先進的醫療系統，讓急診醫護人員可以為病人進行完整的檢查與治療。

「負壓專責照護區」將整合進智慧醫療的IoT相關系統，布建生理監視系統，結合智慧手
錶、攜帶式血氧機連續性監測病患心率、體溫及血氧變化，即時傳輸資料至成醫雲端系
統，並匯入臨床儀表中央顯示面板，隨時掌握病患病況；同時運用危害指標評估邏輯程
式，輔助評估病況之改變，可針對高風險病患立即警示，並推播醫療團隊及時給予醫療介
入，把握黃金救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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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區並運用螢幕視訊平台，建構醫護、病患與家屬三方溝通管道，創造無牆化醫療照
護，提供家屬實際了解隔離病患病況的管道，達到病患溫馨家屬安心的就醫環境。負壓專
責照護區的設計，源自2020年3-4月間COVID-19疫情持續蔓延發展後，由成功大學包含成
大醫院、成大醫學院、規劃設計學院及建築師校友群等，共同研發設計出的原型「模組化
移動式緊急醫院」；並在加入4個「無ㄐㄩˋ」的態度與理念後，負壓專責照護區具備完善
的負壓醫療空間及提供創新醫療之病人服務，整體的照護需求設計與功能，達到醫院現代
建築的負壓照護標準及醫療功能，此次啟用後將首次用於COVID-19的防疫實戰。

負壓專責照護區具有另一優勢：建置的設施及設備具備可拆裝及重組的設計，對醫院在因
應防疫的艱難與危急時期，更符合緊急負壓專責照護的機動性與戰備能力的擴充性，對於
防疫戰線及醫療能量的運作，深具存在的意義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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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生報
tssdnews.com.tw

成大醫院「負壓專責照護區」啟用

【記者蔡清欽／台南報導】 2021/09/06

▲成大醫院設於急診室外停車場「負壓專責照護區」，由雙方代表揭牌啟用。（圖：成醫
提供）

可成科技獨家捐贈「負壓專責照護區」給成大醫院，由雙方代表舉行揭牌啟用儀式，希望
提供第一線醫護人員最佳防護；院長沈孟儒表示，「負壓專責照護區」將提供急診因應緊
急防疫之需，協助醫院為該類病患提供緊急處置空間，讓醫護人員可以無距接觸患者。

可成科技董事長洪水樹表示，5月中疫情造成全國醫療量能與資源的嚴重負擔，可成科技身
為台南在地企業，於新冠疫情尚未遏止期間，全力相挺響應成大醫院號召，捐贈戶外負壓
專責照護區及相關附屬醫用設備，共同守護醫護人員健康，讓第一線醫護人員能安心投入
救護工作、治療病患。

成醫院長沈孟儒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疫情控制，要等到全民接種疫苗覆蓋率達到一定比
率，才能發揮防疫的較佳效果及控制，目前推估要到年底才可能達標；在此之前，為持續
因應疫情的變化，做好醫療及防護，落實「專責醫療」成為醫院的重點。 

http://www.tssdnews.com.tw/?FID=10&CID=576731


1/1

2021年9月6日

主招四大類在職生 外籍、官員入列
chinatimes.com/amp/realtimenews/20210906000136-261505

04:102021/09/06

工商時報

朱漢崙／台北報導

 「台灣金融國際學院」招生對象將和目前的各大專院校的金融管理學院明顯區別，知情
人士透露，目前已經瞄準四大類招生對象，除了碩博士全職生、金融高階從業人員，政府
相關部會機構的財經人員，及來自東南亞或其他友邦國家有志參加金融人才培訓者，該學
院也會納入招收對象，主要進行國際化的對接。

 未來台灣金融國際學院不會以尚未踏出校園的新鮮人為對象，而是全都招收「全職生」
或「在職生」，換言之，為提升高端人才的培訓效率，不會再把時間花在「從頭教起」，
而是直接從當前金融產業，以及其他產業所需金融業協助最具迫切性的問題切入、研究，
養成台灣最需要的高端金融人才。

 知情人士透露，先前在會中，相關單位已向金融業者揭露未來金融國際學院的課程設計
會有五大主軸，包括國際金融體系及金融規則、世界金融秩序演變、發展金融與中小企
金、普惠金融及ESG金融，以及金融科技的發展運用。

 金融總會以及金融研訓院在先前召集各大金控開會的時候，也在會中表達對於新設置的
金融國際學院的人才養成，應該有三大努力的面向，包括策略管理能力提升、國際發展趨
勢掌握，以及本國經營優勢的發揮，諸如低利率、氣候變遷、高齡化問題、超額儲蓄運用
的產品開發能力、發展公建的投融資能力等問題的解決，都急需養成專業人才。

 至於金融國際學院在各大專院校將花落誰家？業界人士分析，包括台大、政大、成大、
清大、中山大學，是台灣大專院校在社科以及管理領域全球排名的前五大，也最被看好成
立產官學三方合作的金融國際學院。

 但是台大、清大、成大先前都已申請成立半導體學院，而且清大已透過審議，基於希望
半導體學院與金融學院不要集中在同一校，未來半導體學院在上述院校分布的狀況，亦會
牽動金融國際學院在大專院校的落腳處。

 

 

https://www.chinatimes.com/amp/realtimenews/20210906000136-26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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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雙語學習 4大學列重點培育
mdnkids.com/search_content.asp

沈育如／臺北報導 (2021/9/4)

 政府推動二○三○雙語國家政策，教育部九月正式啟動「大專校院學
生雙語化學習計畫」，一一○學年度核定補助經費共五億八千七百四
十八萬元，日前公布獲得補助的名單，包括臺大、臺師大、成大、中
山大學四校核定為重點培育學校，還有二十五校共四十一個學院是重
點培育學院，以及三十七校是普及提升學校。

 臺師大獲選為「重點培育學校」，校長吳正己表示，今年將成立「雙語教育辦公室」，
作為推動課程的平臺，並設立「英文學術素養中心」，針對學生英語學術能力，提供全面
諮詢服務；師資方面，二○一七年與英國文化協會合作，舉辦EMI（全英語授課）教師培
訓課程，並持續招聘外師或具EMI教學知能的教師，雙管齊下充實教師專業發展。

 

 

https://www.mdnkids.com/search_content.asp?sn=3633&keyword_=%E6%88%90%E5%A4%A7


1/2

台灣數位新聞台/民時新聞Taiwan Digital News
enewstw.com/City01.asp

心臟衰竭的治療 除針對病因 並擴及共病 多科團隊協力 兼顧飲食、運動和生
活注意事項

／

2021/9/4

http://www.enewstw.com/City01.asp?ItemID=10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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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心臟血管科林佳淩醫師。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一位
32歲男性因呼吸喘併胸口不適，經
他院診斷為心臟衰竭後，轉診至成
大醫院做心導管檢查，證實病人有
嚴重冠狀動脈疾病，血管慢性完全
阻塞，其心臟衰竭為缺血性心肌病
變所致。經心血管團隊結合內外科
醫師評估後，以心導管術式處理病
人冠狀動脈疾病，前後2次共完成3
條冠狀動脈再疏通；同時調整心臟
衰竭相關藥物，以達最佳化藥物治療。成大醫院心臟血管科林佳淩醫師表示，
目前病人已無心臟衰竭相關症狀，但心臟收縮功能仍不佳，團隊開始進行其他
評估，為後續治療如心臟移植做準備。

  台灣心臟衰竭盛行率約千分之三，盛行率會隨著年齡增加，是相當常見的心
血管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心臟衰竭5年存活率僅約50%，比很多惡性腫瘤還
低。林佳淩醫師表示，成大醫院針對心臟衰竭採多科團隊治療，以涵蓋各個面
向，團隊結合心臟內科和心臟外科醫師、精神科醫師、營養師、藥師、個案管
理師以及復健科醫師等，並拉長照護時間至急性後期，以幫助病人獲得更好的
生活品質與存活率。成大醫院心臟衰竭團隊也於108年通過醫策會心衰竭疾病照
護品質認證。

  心臟衰竭的治療近10年有相當大的進展，可使用的藥物越來越多；而在最佳
化藥物治療下，病人可能須使用多達4、5種藥物，這些藥物都經過研究證實可
改善心臟衰竭病人預後。心臟衰竭病人也常有其他共病，如心律不整、高血
壓、高血脂、糖尿病、慢性腎臟病等。林佳淩醫師指出，針對這些共病，除了
應配合服用藥物之外，也需配合醫療團隊積極治療，營養師、復健科醫師、個
案管理師等會提供飲食、運動和生活注意事項相關資訊，從各個面向提供健康
照護，改善病人疾病及症狀、減少住院時間，並降低死亡率。

  林佳淩醫師指出，心臟衰竭常見的症狀包括累、喘、腫，但也有很多其他疾
病有類似的症狀，必須尋求專業評估，以及早發現、及早治療，提高治療的效
果並延緩衰竭的時間。林醫師也提到，心臟衰竭的原因以心臟疾病相關為多，
如冠狀動脈疾病、心律不整、心肌病變等，有這方面病史者應接受穩定治療及
追蹤。亦有一些並非心臟疾病所致，像是病毒感染、甲狀腺疾病等。不論是心
臟或非心臟疾病引起，針對其根本原因做好治療與照護，將能有效改善心臟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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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菸高血脂 32歲男心衰險喪命
cdns.com.tw/articles/452506

醫師林佳淩說，心衰竭常見症狀包括累、喘、腫，其原因以心臟疾病相關居多。（記者葉進耀攝）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一名32歲男子吸菸和高血脂導致呼吸喘併胸口不適，就醫診斷為心臟衰竭，轉診至成大醫
院做心導管檢查，證實有嚴重冠狀動脈疾病，血管慢性完全阻塞，其心臟衰竭為缺血性心
肌病變所致，差點要了命，經治療後已無症狀，但心臟收縮功能仍不佳，醫院為他作其他
評估，以利後續治療包括心臟移植做準備。

成大醫院心臟血管科醫師林佳淩表示，台灣心臟衰竭盛行率約千分之三，盛行率會隨著年
齡增加，是相當常見的心血管疾病，像這名心衰竭病患才三十幾歲，偏屬年輕，值得注意
的是，心臟衰竭5年存活率僅約50%，比很多惡性腫瘤還低。心臟衰竭原因較為複雜，病人
也常有其他共病，如心律不整、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慢性腎臟病等，因此醫院治療
除針對病因，並擴及共病，需多科團隊協力，兼顧飲食、運動和生活注意事項等。

她說，心臟衰竭常見的症狀包括累、喘、腫，其原因以心臟疾病相關為多，如冠狀動脈疾
病、心律不整、心肌病變等，有這方面病史者應接受穩定治療及追蹤；亦有一些並非心臟
疾病所致，像是病毒感染、甲狀腺疾病等。不論是心臟或非心臟疾病引起，針對其根本原
因做好治療與照護，將能有效改善心臟功能。

2021-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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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淩指出，心臟衰竭的治療近10年有相當大的進展，可使用的藥物越來越多；而在最佳
化藥物治療下，病人可能須使用多達4、5種藥物，這些藥物都經過研究證實可改善心臟衰
竭病人預後。她說，針對前述心衰竭這些共病，除了應配合服用藥物之外，也需配合醫療
團隊積極治療，營養師、復健科醫師、個案管理師等會提供飲食、運動和生活注意事項相
關資訊，從各個面向提供健康照護，改善病人疾病及症狀、減少住院時間，並降低死亡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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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栽DIY 七甲花卉專區添趣
cdns.com.tw/articles/452630

七甲花卉區豐富的花卉盆栽，讓人心情變美麗。
（記者張淑娟攝）

2021-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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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張淑娟⁄歸仁報導

歸仁區七甲花卉專區在疫情趨緩後成了民眾買花、選購盆景好去處，四日，有民眾一起到
專區學習組合多肉植物和塑形真柏盆栽，而新興的水苔球相當受歡迎。花卉產銷班班長黃
毅斌表示，透過花卉盆栽的培育可療癒心情。

七甲花卉專區有二十多家園藝花卉業者，因應疫情開辦了盆景塑形等相關課程，讓遊客可
以透過ＤＩＹ組合塑形成自己想要的小盆栽，尤其多肉植物百餘種，由自己隨意組合，很
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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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EMBA師生造訪七甲花卉府城景觀園區，歡喜DIY組合盆栽。（記者張淑娟攝）

黃毅斌指出，七甲花卉專區有水果苗木、花卉盆栽、塑形的各式盆景等應有盡有，可說是
全台有的苗種花卉，在七甲專區都可以找得到，民眾對培育苗木和花卉有任何的問題，也
都可以請教業者，相互交流花木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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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表示，七甲花卉專區苗木最多元豐富，疫情期間，大家買些綠色植物回家布置環境，
可陶冶性情，還可以讓家變得更有朝氣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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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攜手石化業推動鋼化聯產 朝淨零碳排目標邁進 | 產
業熱點 | 產業

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5724687

淨零碳排目前是全球極力關注的議題，超過130國家宣示在2050年達成碳中和目標，各產
業如何達成減碳同時也保有競爭優勢已是重要課題。為精進ESG永續發展工作，追求環境
管理與清潔生產的目標，中鋼（2002）今(2021)年2月於公司治理暨永續委員會下設置中
鋼節能減碳及碳中和推動小組，擬訂以能源效率提升、高爐噴吹富氫氣體、增用廢鋼、鋼
化聯產/碳捕捉利用與封存(CCUS)、使用熱壓鐵(HBI)，以及再生能源等6個面向推動減碳
工作，其鋼化聯產是整合鋼鐵和石化兩大產業資源的有效減碳策略。

鋼化聯產為鋼鐵廠與石化廠所共同建立的跨產業合作模式，中鋼公司煉鋼製程所產生的高
爐氣、轉爐氣等副產燃氣富含CO與CO2，可作為石化業合成化學品的原料，運作模式主要
由中鋼公司提供既有副產燃氣純化後取出的CO與CO2，來取代石化業者從國外輸入的碳原
料，並透過化工廠的製程將之合成為化學品，例如，甲醇、甲烷、醋酸等，以達成固碳效
益。透過此異業合作模式，不僅可降低石化業者的原料成本，有助鋼鐵業與石化業大幅減
碳，更能擴大中鋼公司區域能資源整合的範疇，成為實踐循環經濟的最佳典範。

中鋼公司規劃分三個階段推動鋼化聯產工作，第一階段為實驗室及先導工場技術建立，以
建立生產技術及驗證技術應用成效為主；第二階段為鋼化聯產示範產線建置，將建置台灣
第一套鋼化聯產示範產線，預計每年減碳24萬噸；第三階段則將擴大至商業應用，預計每
年具減碳290萬噸潛力，等同7,450座大安森林公園的CO2吸納量，並協助石化業每年創造
達800億元以上產值的潛力。

此外，鋼化聯產計畫是運用工研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開發的CO2捕捉與產製化學品技術，
進行CO2跨產業高值化再利用，達到碳循環效果。中鋼目前與成功大學、中央大學和中興
大學等學校亦合作變壓吸附（PSA）模擬技術等研究，以強化未來CO與CO2純化生產操作
與下游產製甲醇、甲烷、醋酸等化學品之能力，並驗證後段石化產品生產的可靠度和經濟
性，為後續量產與商業化預先鋪路。

中鋼今年8月27日與台灣中油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MOU)，透過研發平台之建構，啟動雙
方合作序幕，目前也正洽詢其他石化廠尋求更多鋼化聯產合作的機會(如：長春化工、中碳
公司（1723）等)，期盼透過兩大產業之攜手合作，不僅掌握減碳新商機，也共同朝淨零碳
排的目標大步邁進。

2021-09-06 08:20經濟日報 記者廖賢龍／即時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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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石化業於鋼化聯產合作分工示意圖(中鋼提供)

中鋼公司生產製程之自產燃氣不僅能回收廢熱產製蒸汽，與高雄臨海工業區內鄰近工廠互通多餘能源，
未來與化工廠透過鋼化聯產之跨產業合作模式，更能大幅提高減碳效益。(中鋼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1/09/06/realtime/13732720.pn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1/09/06/realtime/13732721.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1/6

從國父、老蔣總統到林靖娟 蒲添生雕塑展開幕寫台灣史
udn.com/news/story/12660/5723961

「我把一生奉獻給雕塑，雕塑也給了我一生。」蒲添生是台灣歷史上作品最多、最具藝術
性的人像雕塑家。他是台灣第一座國父露天銅像的創作者，也曾為前總統蔣中正、等人塑
像。今年是蒲添生110歲冥誕，國父紀念館舉辦「塑×溯─蒲添生110雕塑紀念展」，展出蒲
添生94件作品，今舉行開幕典禮。

中山堂前的國父銅像、嘉義市火車站前被拆下的吳鳳騎馬像、台南火車站前的鄭成功像、
仁愛路圓環曾經屹立的吳稚暉銅像.......幾乎所有在台灣歷史中留下身影的地標銅像，都是
蒲添生的作品。文化部長李永得表示，蒲添生運用雕塑記錄台灣各個時代的代表性人物，
讓大眾得以從品中看到台灣發展的足跡。他也感謝蒲添生家族成員共同提出希望將紀念館
及作品完整捐贈政府，成為公共財的心意及胸襟，政府會負起責任與家屬共同研議。蒲添
生之子、蒲添生雕塑紀念館館長蒲浩志則說，年輕一輩不熟悉台灣歷史的，來此展「看一
下就懂了」。

本次展出雕塑作品94件，包括蒲添生1947年的早期代表作「詩人」，1958年入選第一屆日
展的中期代表作「春之光」，1988年觀賞電視轉播漢城奧運女子體操、將力與美的瞬間捕
捉下來的晚期代表作「運動系列」，以及1981年創作、詮釋對人體理想美追求的「三美
神」。

其中「妻子」是蒲添生1941年在日本為妻子所塑之像，完成後託岳父陳澄波帶回台灣，作
品以泥土觸感表現，散發台灣女性嫻靜之美，尤為經典；至於為社會名人雕塑的「胸像系
列」，包括劉銘傳、國父孫中山、國父長子孫科、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台灣文協
代表人物楊肇嘉、蔡培火，宛如一頁台灣近代史。

蒲添生1912年生於嘉義市，前輩畫家陳澄波是其國小老師，啟發他對美術的興趣，赴日拜
有「日本羅丹」之稱的雕塑家朝昌文夫學習雕塑，返台後娶了陳澄波長女為妻。他受岳父
引薦接下製作孫中山銅像及蔣中正戎裝像的工作，蒲添生還為此在台北成立台灣第一家鑄
銅工廠。

列為台北市古物的中山堂國父銅像，是台灣第一件由政府委託製作的公共藝術，也是全台
第一件由本土藝術家創作完成的國父像，由蒲添生於1949年完成。這座銅像的底座保留日
人紀念塑像的底座，象徵台灣從殖民時代過渡到光復時期的歷史。蒲添生製作國父銅像期

2021-09-05 17:14 聯合報 / 記者陳宛茜／台北即時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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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經歷二二八事件與國共內戰，戰亂導致的通貨膨脹讓蒲添生得到的銅像製作費價值暴
跌，透過市長游彌堅登高一呼、民眾踴躍捐款，蒲添生這才順利完成台灣第一座露天國父
銅像。之後他接到大量的國父銅像訂單，總計為15座學校製作國父銅像。

蒲添生第一件受到國際藝術界肯定的作品當屬魯迅雕像「沉思者」，人物造型取自民初作
家魯迅。他於二二八事件之後塑製此一雕塑卻遭舉報，將這件作品藏在庭院的花叢中，40

年後才出土，改名為「詩人」後獲選參加巴黎春季沙龍。2006年，蒲浩志整理作品時，將
其中投手的部分獨立出來形成另一件作品「沉思者」，如今放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的大門
入口處，成為大學精神的象徵。

在國父紀念館戶外迴廊展出的「林靖娟老師紀念像」，是蒲添生最後一件作品。1993年，
他接受總統李登輝邀請為健康幼稚園教師林靖娟創作紀念銅像。1996年5月底，他在完成此
作不久後便因胃癌逝世於台大醫院。「他的作品一天天完成，生命卻一天天消失。」蒲添
生長子蒲浩志提起父親生前最後一段創作林靖娟雕像的日子，感傷不已；卻又感到驕傲，
認為父親完成了藝術家的使命：「當我創作結束之時，就是我生命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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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的蒲添生與創作的國父銅像合影。記者陳宛茜／攝影

國父紀念館舉辦「塑×溯─蒲添生110雕塑紀念展」，展出蒲添生94件作品，開幕典禮上蒲添生家族與文
化部部長李永得合影。記者陳宛茜／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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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添生作品「沉思者」，人物造型取自民初作家魯迅，二二八後曾被蒲添生藏在家中花園40年。如今放
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的大門入口處，成為大學精神的象徵。展場中為沉思者戴上口罩呼應疫情，令人會

心一笑。記者陳宛茜／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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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添生雕像故事／蔣中正未戴軍帽 吳稚暉駝背…
udn.com/news/story/7314/5724458

蒲浩志打亮「蒲添生雕塑紀念館」藝術走道，只見孔子、鄭成功、劉銘傳、國父孫中山、
蔣中正、吳稚暉等銅像一字排開，宛如時光隧道。「這裡是台灣雕塑的發源地」，蒲浩志
說，父親一九六○年代起在此地打造工作室與住家，完成兩百多座人像雕塑，等於台灣近代
史的立體史。

蒲家子女規畫完整捐贈蒲添生故居與文物，希望用國家的力量保存這段用銅像寫成的台灣
史。

蒲添生第一件受到國際藝術界肯定的作品是魯迅雕像「沉思者」，於二二八事件後塑製卻
遭舉報，他將作品藏在庭院花叢中，四十年後才出土改名為「詩人」，獲選參加巴黎春季
沙龍；二○○六年，蒲浩志整理作品時，將頭手獨立出來形成另一件作品，如今放在成大光
復校區大門處，成為精神象徵。

蒲添生一九四五年接受國民黨委託製作的「蔣中正戎裝像」，是台灣第一件蔣中正銅像。
完成後遭質疑不應讓蔣中正身著軍服卻未戴軍帽，威脅不改就要槍斃，但蒲添生不屈服，
蔣中正最後也接受蒲添生的想法。這座銅像如今不知所蹤，僅蒲家保留原模。

蒲添生也接受蔣中正委託製作開國元老吳稚暉銅像。他根據照片製作七公尺高的銅像，完
成後立於台北市仁愛路圓環，但揭幕沒多久卻被要求將吳稚暉的招牌駝背形象改為挺直。
蒲添生堅持藝術家追求真善美的理念不肯妥協，最後銅像遭移除換他人作品，故居中仍保
留這尊銅像的頭部。

2021-09-06 00:46 聯合報 / 記者陳宛茜／台北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7314/572445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B4%80%E5%BF%B5%E9%A4%A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94%A3%E4%B8%AD%E6%AD%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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