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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嘉祥／台南報導】 2022/07/05

成大電機系林家祥獨創運算理念精準
重建高光譜衛星影像 獲刊指標性期
刊

▲成大電機系林家祥獨創運算理念，精準重建高光譜衛星影像，
獲刊領域指標性期刊。（成大提供、記者李嘉祥翻攝）

為有效解決⾼光譜衛星影像辨識與重建，成功⼤學電機系副教授

林家祥結合⼈⼯智慧的「深度學習」與數學函數理論「凸優

化」，發展出獨⼀無⼆的「CODE理論」，把消失的影像「算」回

來，其運算效率與影像還原度領先全球現有技術，研發成果對太

空遙測技術具重要價值，獲刊「衛星遙測」領域指標性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成⼤表⽰，出⾃⺠⽣經濟與國防軍事⽤途，⼈類借助現代科技發

射低軌道衛星回傳⾼光譜影像以觀測地表構造與物質，但這類⾼

光譜衛星影像有別於⼀般RGB三原⾊（紅、綠、藍）相組成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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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以捕捉多達242種不同頻譜，因此造價不斐，也因為取得管

道少，有錢也不⾒得買得到，倘若因為衛星感測器失靈導致購得

的影像殘缺，更將造成許多不便。

林家祥副教授指出，「凸優化」⼜稱作凸函數最佳化，是數學最

佳化問題中的⼀個⼦領域，探討定義於某⼀抽象集合中的局部最

佳值，同時也是全局最佳值；為解決⾼光譜影像辨識與重建，⼯

程師常選擇以⼈⼯智慧的「深度學習」或以數理運算為基礎的

「凸優化」其⼀作為解決問題的切入點，⻑期以來這兩項⼯具各

有優點⽽未被彼此取代。

林家祥說，「深度學習」可以透過⼤數據訓練⼈⼯智慧，無須複

雜的數學運算也能重現消失的衛星影像，但蒐集多達百萬筆的⼤

數據得耗費半年到⼀年的時間，更何況每筆資料都是造價⾼昂的

衛星影像；反觀以數理運算為基礎的「凸優化」，僅需單筆或少

量數據即可運算並還原影像原貌，但這類影像處理⽅式需要經歷

繁複的公式簡化過程，有時甚⾄需要具備數學系碩⼠以上的學識

才能達成這項⼯作。

林家祥指出，在⾼光譜影像辨識領域，較不具備數學背景的學⽣

和⼀般軟體⼯程師常會因時間或技術上的限制⽽遇到軟體開發困

境，以往⽤單筆數據或⼩數據就能精準重現衛星影像是幾乎不可

能，就算能夠重現，補回來的影像也會模糊或有⾊差，與實景不

符，遑論以此判斷衛星影像細部物質差異的功能，但即使是粗略

的成像，還是具有關鍵且有價值的資訊，團隊秉持此理念將凸優

化概念引入深度學習，透過「Q範數」調節因⼦作為⼈⼯智慧深度
學習的核⼼運算公式，並為該理論原型命名為「 ADMM-

Adam」，最終成功萃取⼩數據成像中的關鍵資訊，還原衛星影像

完整⾯貌。

林家祥強調，在⾼光譜衛星影像辨識技術裡有公認的四項標準，

包含空間維度、全局品質好壞指標與光譜等量化表現，團隊也給

予該理論更簡潔的名稱「CODE」，以CO代表凸優化的凸性質

（Convex），⽽DE代表深度學習（Deep），更利於記憶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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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此外也將運算系統優化，最少僅⽤單筆數據就能達到影像

還原。 

從⼤學到博⼠班都是唸電機的林家祥，是學界少數能統合「⼤數

據運算」與「凸優化」並創造全新理論的學者。林家祥說，⾃⼰

雖不是專攻數學，但因為對數學的熱愛，⼤學時期會主動到數學

系選課，⼀路到博⼠班。數學訓練的其實是邏輯跟直覺，得以讓

程式設計很強的學⽣發揮更強的實⼒，實驗室研究成果很多都仰

賴數學系的知識，他從⾃⾝經驗觀察到跨領域學習帶來的好處，

因此現在也會極⼒「洗腦」實驗室學⽣到數學系上課。

近⼆年來林家祥主持的⾼光譜智慧運算實驗室已發表8篇IEEE
Transactions期刊論文、⼀本專書以及23篇會議論文，此外也與成

⼤光電系團隊合作，成功開發可操控光的超穎介⾯，並與海外眾

多學者合作發表文章，將CODE理論放到空間資訊、材料、統計、

光電等領域⼤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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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成⼤林家祥CODE 理論 將消失的衛星影像算回來

2022-07-04 發佈 林祺宏 ⾼雄

成功⼤學 CODE理論

為有效解決⾼光譜衛星影像辨識與重建，成⼤電機系副教授林家祥結合⼈⼯智慧的「深度學習」與數學函數理論「凸優化」，
發展出獨⼀無⼆的「CODE理論」把消失的影像「算」回來。
 
其運算效率與影像還原度領先全球現有技術，其研發成果對太空遙測技術具重要價值，獲刊「衛星遙測」領域指標性期刊。從
⼤學到博⼠班都是唸電機的林家祥，是學界少數能統合「⼤數據運算」與「凸優化」並創造全新理論的學者。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https://www.ner.gov.tw/search?q=CODE%E7%90%86%E8%AB%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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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為有效解決⾼光譜衛星影像辨識與重建，成⼤電機系副教授林家祥結合⼈⼯智慧的「深度學
習」與數學函數理論「凸優化」，發展出獨⼀無⼆的「CODE理論」把消失的影像「算」回來，其運算效率與影像還
原度領先全球現有技術，其研發成果對太空遙測技術具重要價值，獲刊「衛星遙測」領域指標性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圖說）獨創智慧運算理論，成⼤電機系副教授林家祥精準重建⾼光譜衛星影像。（成⼤提供）
出⾃⺠⽣經濟與國防軍事⽤途，⼈類借助現代科技發射低軌道衛星回傳⾼光譜影像以觀測地表構造與物質，但這類
「⾼光譜衛星影像」有別於⼀般RGB三原⾊（紅、綠、藍）相組成的影像，⾜以捕捉多達242種不同頻譜（以NASA
Hyperion衛星影像為例），因此造價不斐，也因為取得管道少，有錢也不⾒得買得到，倘若因為衛星感測器失靈導致
購得的影像殘缺，更將造成許多不便。
「凸優化」⼜稱作凸函數最佳化，是數學最佳化問題中的⼀個⼦領域，探討定義於某⼀抽象集合中的局部最佳值，同
時也是全局最佳值。成⼤電機系副教授林家祥說，為解決⾼光譜影像辨識與重建，⼯程師們常選擇以⼈⼯智慧的「深
度學習」或以數理運算為基礎的「凸優化」其⼀作為解決問題的切入點，⻑期以來這兩項⼯具各有優點⽽未被彼此取
代。
「深度學習」可以透過⼤數據訓練⼈⼯智慧，無須複雜的數學運算也能重現消失的衛星影像，但蒐集多達百萬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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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就得耗費半年到⼀年的時間，更何況是每⼀筆資料都是造價⾼昂的衛星影像；反觀以數理運算為基礎的
「凸優化」，僅只需要單筆或少量數據即可運算並還原影像原貌，但這類影像處理⽅式需要經歷繁複的公式簡化過
程，有時甚⾄需要具備數學系碩⼠以上的學識才能達成這項⼯作。

（圖說）最左邊為衛星成功拍攝之完整畫⾯，第⼆排為感測器失效時所拍攝的殘缺畫⾯，最右側為林家祥團隊研發之
運算系統「ADMM-Adam」（CODE理論設計之軟體）呈現結果，不僅填補斷裂的殘缺，顏⾊與位置細節與完整畫⾯
近乎⼀樣。（林家祥提供）
林家祥指出，在⾼光譜影像辨識領域，比較不具備數學背景的學⽣和⼀般軟體⼯程師常會因時間或技術上的限制，遇
到軟體開發困境。⽽以往⽤單筆數據或⼩數據就能精準重現衛星影像是幾乎不可能的，就算能夠重現，補回來的影像
也會模糊或有⾊差，與實景不符，更遑論以此判斷衛星影像細部物質差異的功能。「但是我們相信，就算在這麼粗略
的成像裡⾯，還是具有關鍵且有價值的資訊。」
秉持這個信念，林家祥與團隊將凸優化概念引入深度學習，透過「Q範數」（Q-Norm，基於「特徵數值皆⼤於零」的
矩陣Q⽽設計的數學函數）調節因⼦作為⼈⼯智慧深度學習的核⼼運算公式，並為該理論原型命名為「ADMM-
Adam」，最終成功萃取⼩數據成像中的關鍵資訊，還原衛星影像完整⾯貌。

（圖說）林家祥將概念整理為圖表，圖正中央紅圈裡的運算式就是經由複雜數學推導⽽成，包含數學函數符號「Q範
數」與深度學習所呈現的運算式。(林家祥提供) 
2021年林家祥的團隊以⾼光譜影像重建成果發表論文〈ADMM-ADAM: A new inverse imaging framework blending
the advantages of convex optimization and deep learn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2021) ，使⽤美國太空總署NASA衛星影像拍攝北美洲的城市、農⽥、⼭區與海岸線等四種地貌做展⽰，並
與各國產學界現⾏具備的影像辨識技術做比對。
在影像還原度與運算效率上，林家祥團隊的系統皆表現最佳，並且在影像處理領域公認4⼤關鍵指標皆達到⽬前全世
界最好的表現，同時將原本需要破萬組數據的深度學習技術，在論文中只⽤了400組數據就辦到，若現存仰賴⼤數據
的衛星影像修復軟體需要5000組數據，可省下美⾦23萬4600元（相當約新台幣692萬餘元），即能達到少量數據、精
準運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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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林家祥指出，在⾼光譜衛星影像辨識技術裡有公認的四項標準，包含空間維度、全局品質好壞指標與光譜等
量化表現，表中他將ADＭＭ-Adam與全球現有之技術比對，4項皆為全球最佳。(林家祥提供) 
2022年，林家祥團隊給予該理論更簡潔的名稱「CODE」，以CO代表凸優化的凸性質（Convex），⽽DE代表深度學
習（Deep），更利於記憶與國際通⽤；此外，也將運算系統優化，最少僅⽤單筆數據就能達到影像還原。 
林家祥分享推導公式的⼼路歷程，「其實⼀般科學家開始推公式之前⼼裡經常會已經有個預設答案，朝著⼼裡的⽬標
步步前進，並在過程中逐漸發現原來事情還能更簡單，就像愛因斯坦的著名公式E=mc2也並非偶然。」他加入成⼤後
投入⾼光譜影像重建的議題⻑達2年，終將繁雜且龐⼤的影像重建公式化為⼀道純粹的減法。

（圖說）在林家祥提出⾃創理論以前，以數學運算為主的影像重建公式需要經歷非常複雜的函數計算如上圖，其公式
推導極具難度。(林家祥提供) 
從⼤學到博⼠班都是唸電機的林家祥，是學界少數能統合「⼤數據運算」與「凸優化」並創造全新理論的學者。林家
祥說⾃⼰雖不是專攻數學，但因為對數學的熱愛，⼤學時期會主動到數學系選課，⼀路到博⼠班。
林家祥說，數學訓練的其實是邏輯跟直覺，得以讓程式設計很強的學⽣發揮更強的實⼒。「在我們實驗室的研究成果
很多都仰賴數學系的知識。」他從⾃⾝經驗觀察到跨領域學習帶來的好處，因此現在也會極⼒「洗腦」實驗室學⽣到
數學系上課。「⽬前在我實驗室裡，要不就是程式設計很在⾏，要不就是數學邏輯很好，還沒有出現兩個都不⾏
的。」
最後，林家祥引⽤愛因斯坦名⾔：「如果你沒辦法簡單說明，代表你了解得不夠透徹。」總結「CODE理論」，現在
他希望⾃⼰的成果能幫助業界軟體⼯程師或各領域的學者「不⽤複雜數學、也不⽤⼤數據」就能輕鬆達到想要的效
果，並持續產出跨領域合作研究。
這兩年來林家祥所主持的⾼光譜智慧運算實驗室已發表8篇IEEE Transactions期刊論文、⼀本專書以及23篇會議論
文，此外，也與成⼤光電系團隊合作，成功開發可操控光的超穎介⾯，並與海外眾多學者合作發表文章，將CODE理
論放到空間資訊、材料、統計、光電等領域⼤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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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創智慧運算理論　成大電機系林家祥精準重建高光譜衛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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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解決高光譜衛星影像辨識與重建，成大電機系副教授林家祥結合人工智慧的「深度學習」與數學函數理

論「凸優化」，發展出獨一無二的「CODE理論」把消失的影像「算」回來，其運算效率與影像還原度領先全

球現有技術，其研發成果對太空遙測技術具重要價值，獲刊「衛星遙測」領域指標性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出自民生經濟與國防軍事用途，人類借助現代科技發射低軌道衛星回傳高光譜影像以觀測地表構造與物質，但

這類「高光譜衛星影像」有別於一般RGB三原色（紅、綠、藍）相組成的影像，足以捕捉多達242種不同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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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電機系助理教授林家祥獨創CODE理論精準重建高光譜衛星影像。 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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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ney.udn.com/search/tagging/1001/%E8%BB%8D%E4%BA%8B
https://money.udn.com/search/tagging/1001/%E7%A7%91%E6%8A%80
https://money.udn.com/search/tagging/1001/NASA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2/07/05/2/17888498.jpe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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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NASA Hyperion衛星影像為例），因此造價不斐，也因為取得管道少，有錢也不見得買得到，倘若因為

衛星感測器失靈導致購得的影像殘缺，更將造成許多不便。

「凸優化」又稱作凸函數最佳化，是數學最佳化問題中的一個子領域，探討定義於某一抽象集合中的局部最佳

值，同時也是全局最佳值。成大電機系副教授林家祥說，為解決高光譜影像辨識與重建，工程師們常選擇以人

工智慧的「深度學習」或以數理運算為基礎的「凸優化」其一作為解決問題的切入點，長期以來這兩項工具各

有優點而未被彼此取代。

「深度學習」可以透過大數據訓練人工智慧，無須複雜的數學運算，也能重現消失的衛星影像，但蒐集多達百

萬筆的「大數據」，就得耗費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更何況是每一筆資料都是造價高昂的衛星影像。

成大電機系副教授林家祥。 成大/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2/07/05/2/17888526.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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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以數理運算為基礎的「凸優化」，僅只需要單筆或少量數據即可運算並還原影像原貌，但這類影像處理方

式需要經歷繁複的公式簡化過程，有時甚至需要具備數學系碩士以上的學識才能達成這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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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鐸獎名單出爐 成⼤罕⾒2教授同獲殊
榮

成功⼤學教授湯銘哲（左）和教授林財富（右）今年同獲師鐸獎
殊榮。（取⾃成⼤官網）

2022/07/05 05:30

〔記者林曉雲／台北報導〕教育界最⾼榮譽師鐸獎，七⼗⼆位

得主名單出爐，⼤學有九⼈獲獎，其中，暨南國際⼤學前任校

⻑蘇⽟龍和現任校⻑武東星均為師鐸獎得主；成功⼤學教授湯

銘哲和教授林財富同獲殊榮，同校⼀年有兩⼈獲獎也屬少⾒。

暨南國際⼤學前校⻑蘇⽟龍的⽗親，曾在黃俊雄布袋戲團當樂

師，蘇⽟龍從⼩在戲團助演、播樂、放電光砲，受到師⻑⿎

勵，考取台⼤化學系。他表⽰，⾃⼩就相信教育可改變⼈的⼀

⽣，赴美取得博⼠學位，在台⼤任教⼗六年，再借調暨⼤創立

應⽤化學系，當時遇到九⼆⼀地震，決定留在暨⼤任教，獲得

師鐸獎是他⽣命中的⾥程碑，可告慰他的⽗⺟。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7/05/16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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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龍看⼈精準，曾有私立⼤學畢業⽣考上台⼤碩⼠班，⾃信

⼼不⾜，但蘇⽟龍認為他有研究潛⼒，⿎勵他到國外攻讀博

⼠，申請⼗多校無下文⽽灰⼼喪志。蘇⽟龍寫推薦信給普林斯

頓⼤學系主任，終以全額獎學⾦錄取，該名學⽣以優異成績在

四年內獲博⼠學位，回台後到暨⼤任教，去年獲得全球前⼆％

頂尖科學家殊榮。

暨⼤現任校⻑武東星則是在⼆○⼀五年獲師鐸獎，⼯友爸爸和
不識字媽媽教出⼀名⼤學校⻑。

成⼤研發⻑林財富，專精有害藻類監測與⽔處理研究，技術應

⽤居世界領先地位，師⼤附中考上成⼤，在美國取得博⼠學位

後，回⺟校成⼤服務迄今⼆⼗七年，笑說唯⼀做過的⼯作是⼤

學教授。

林財富致⼒於提供學⽣機會，曾協助伊朗女學⽣來台讀書，後

來她先⽣也來台讀書，現在這名女學⽣已在台灣的⼤學任教。

林財富擔任系主任時，為回教學⽣設立祈禱室，國際⽣增加⼆

成。他解釋，他去印尼最頂尖的⼯科⼤學⾯試，看到印尼學⽣

渴望來台讀書，除提供就學機會，也照顧其宗教需求。

成⼤⽣理學科技研究所特聘教授湯銘哲，曾任成⼤教務⻑，受

創院院⻑黃崑巖影響甚深。湯銘哲在成⼤當了三⼗年教授，對

於「病⼈是老師」有深刻感受，他表⽰，愛與關懷具有強⼤的

傳染⼒，驅使他不斷前進。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7/05/16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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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學前校⻑蘇⽟龍（右）獲得今年師鐸獎肯定，暨
⼤現任校⻑武東星（左）也曾獲師鐸獎，前後任校⻑均為師鐸獎
得主屬罕例。（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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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環境友善永續 成⼤研究團隊籲超市蔬果
裸賣減塑

  2022-07-05 10:50:34  記者陳聖璋／台南報導

（台南新聞）【記者陳聖璋／台南報導】「永續是⼀種⽣活⽅式」，成功⼤學環境⼯程
學系助理教授林⼼恬團隊研究調查發現，如能減少超市蔬果的塑膠包裝，將有顯著的垃
圾減量效果。林⼼恬表⽰，⽇常盡可能選擇對環境影響較少的⽅式，每個⼈都可以往對
環境有益的⽅向再前進⼀點。

「企業有⽬標，我們有路徑」林⼼恬認為，環保不只是⼝號或是別⽤塑膠、做好分類就
好。從⼯程科學⾓度來看，PET、PE、PP等各種不同材質組成的塑膠使⽤量有多少、被
⽤在哪種產品、為什麼需要使⽤、怎麼做可以有效減量等，都有不同的減塑實踐策略。

透過科學⾓度進⾏系統性、巨觀的思考與研究，能夠告訴⼤家減塑可以怎麼具體規劃、
怎麼⾛。例如，⽜奶罐使⽤的塑膠很多且厚，為了達到⽜奶運送、保存等效果，也許可
以朝輕量化設計的⾓度思考減塑的具體⽅法。

陳述科學事實　促進跨界溝通消費減塑永續議題

擁有機械⼯程背景，林⼼恬專⻑研究循環經濟、永續能源、交通運輸、減塑減廢、碳排
分析及減量、⽣命週期評估、物質流分析、永續科學等環境影響議題。⽇前率研究團隊
在世界地球⽇與綠⾊和平基⾦會共同發表零售業包裝減塑研究成果。該研究指出，來⾃
全台超市通路的 10 類商品，每年仍產⽣約 18 億 700 萬件、1.5 萬公噸的塑膠垃圾。透過
縝密的科學調查與分析，團隊提出呼籲全台超市蔬果裸賣以達減塑的觀點兼具環境與商
業效益，引起廣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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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永續理念不遺餘⼒，成⼤環境⼯程學系助理教授林⼼恬錄製傳遞永續知識影片。 
（圖／成功⼤學提供）

⽣活化的研究課題，兼具⼯程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法。零售業包裝減塑研究歷時⼀
年，曾獲《Waste Management》國際期刊刊登。從現況調查開始，團隊綜合分析包裝⽤
量及材質、通路販售份數、不同減量策略的減塑比例，以及消費者的採⽤傾向，找出超
市具有包裝減量潛⼒的商品類別，也發現對於不同商品可以強化不同策略的推動。

另外，林⼼恬研究團隊還設計⼀套科學化⼯具，讓零售業者可以快速分析⾃⼰的包裝垃
圾減量潛⼒及碳⾜跡減量潛⼒，⽬前也獲得業者的好評回饋。

循環包裝、超市蔬果裸賣、⾃備容器或租借容器等綠⾊消費風氣在歐洲⽇漸普遍。根據
統計，企業若將 20％ 的⼀次性塑膠包裝重複使⽤，還可創造千億美元商機。林⼼恬透
露，團隊研究第⼆年的主題延續第⼀年研究成果，聚焦調查研究台灣推⾏裸賣機制的潛
⼒與具體可⾏性。

永續⽣活家致⼒永續⽣活的各種嘗試

零售業包裝減塑研究是林⼼恬第⼀次帶領實驗室團隊完成的專案成果，除了帶領研究團
隊透過科學⽅法提供永續環境的實踐⽅案之外，林⼼恬也致⼒進⾏永續⽣活的各種嘗
試。

▲環⼯系必修課「材料⼒學」加入永續循環思維，林⼼恬請學⽣⽤廢紙箱實作新產品。 
（圖／成功⼤學提供）

例如在環⼯系材料⼒學必修課加入循環設計概念，林⼼恬帶領學⽣思考如何使⽤廢料做
成消費者喜愛且耐⽤的新產品。聖誕節研究室舉辦交換禮物活動也發揮「資源循環」理
念，同時進⾏廢物交換⼤會，秉持「你的廢物可能是其他⼈的寶物」的循環精神，邀請
⼤家拿出家裡⽤不到的東⻄來交換。

2021 年 5 ⽉台灣因為 COVID-19 疫情進入三級警戒，對教學、研究相當有熱忱也樂於分
享⽣活⼤⼩事的林⼼恬開始錄製「永續⽣活家」Podcast、YouTube節⽬，節⽬主題包含
「塑膠包裝垃圾⼭是怎麼來的」、「⽣理、衛⽣⽤品該如何環保」、「能源轉型有沒有



2022/7/5 上午11:15 觀傳媒 (雲嘉南新聞) 促進環境友善永續 成⼤研究團隊籲超市蔬果裸賣減塑

https://www.watchmedia01.com/fnews-20220705185034.html 3/3

正確答案」、「聯合國氣候變遷⼤會COP 26在談什麼」等，希望帶給聽眾輕鬆認識環保
及永續的科學知識，破除環保迷思，將永續概念融合到⽣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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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疫婦⼼梗 ⿇新搶救成功
2022-07-05

⿇豆新樓醫院⽇前幫⼀確診女患者進⾏⼼導管⼿術，幫女患者（左）救回⼀命。（⿇豆新樓提供）

記者林相如⁄⿇豆報導

⿇豆新樓醫院⽇前收治⼀名急性⼼肌梗塞婦女，雖得知該婦女為新冠肺炎確診者，但為把握搶救黃⾦時間，⿇豆

新樓醫院⼼臟內科⼼導管團隊仍勇於⾯對感染風險，順利幫病⼈完成⼼導管⼿術，且術後恢復良好，⽬前已順利

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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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院⼼臟科醫師劉嚴文受邀加入「⿇新成⼤，⼼⼿相連」計畫，⾄⿇豆新樓醫院駐診服務；⽇前有位婦女在

家曾昏倒兩次，隔⽇因持續胸悶不適到院求診，經診斷為急性⼼肌梗塞。

劉嚴文考量病⼈已延遲就醫，且⼼跳也有逐漸趨緩情形，若再轉送他處，恐耽誤搶救黃⾦時間，當場決定緊急⼿

術。由於病⼈為新冠肺炎確診者，搶救難度增加，⿇豆新樓醫護團隊仍扛起急救重責，⾝穿⼄級防護衣，並緊急

推來醫療級空氣清淨機，以降低醫護⼈員在⼿術過程中可能的感染風險。

尤其防護裝備對於⼿術有⼀定程度的⼲擾；主⼑的劉嚴文表⽰，像是戴著防護⾯罩，很容易產⽣霧氣，會遮擋住

視線，妨礙⼿術進⾏，所以⼿術過程中還得要控制呼吸，雖在⼼理層⾯與執⾏現場碰上挑戰，醫護團隊仍堅持給

病⼈最完善的治療，終能克服困難、成功完成⼿術。

劉嚴文提醒，⼼⾎管疾病是新冠肺炎重症的危險因⼦，患有⼼⾎管疾病的⺠眾在疫情延燒之際更要按醫囑服藥，

千萬別因為擔⼼到醫院看診拿藥有感染風險⽽⾃⾏停藥或減少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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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婦心肌梗塞 仁醫開刀成功

2022-07-05 00:58  聯合報／  記者謝進盛／台南報導

分享

確診新冠肺炎的60多歲台南麻豆區蘇姓婦人上月突

然急性心肌梗塞，被送往麻豆新樓醫院急救，心臟

科醫師劉嚴文冒著感染風險，帶領醫護人員穿防護

衣完成心導管手術，她術後也恢復良好，返院感謝

劉醫師的救命之恩。

8 手術

成 大醫院心臟科醫師劉嚴文（右）駐診麻豆新樓醫院時 ，替確診又急性心肌

梗塞的蘇姓婦人（左）完成 心導管手術。圖  ／麻豆新樓醫院提供

讚 0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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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起特殊案例發生在6月下旬，麻豆新樓醫院收治

急性心肌梗塞的60多歲蘇姓婦人，醫院得知她為新

冠肺炎確診，但情況危急，為把握搶救黃金時間，

才由劉嚴文帶領醫護人員緊急執行心導管手術，均

身穿乙級防護衣、使用醫療級空氣清淨機。

劉嚴文回憶，動手術時身著防護衣，很像是戴著防

護面罩動刀，因很容易產生霧氣，會遮擋住視線，

為避免妨礙手術進行，過程還得控制呼吸，雖在心

理層面與執行現場碰上挑戰，最後醫護團隊終克服

困難，成功完成手術；蘇婦手術後恢復良好，上月

底已順利出院，定期回診中。

劉嚴文為部定臨床教授的成大醫院心臟科醫師，去

年10月到麻豆新樓醫院駐診至今，他提醒，心血管

疾病是新冠肺炎重症高危險群，要按醫囑服藥，除

定期回診，也可透過視訊門診再由親友到院領藥，

最忌諱自行停藥或減少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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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血管中風採動脈機械取栓 黃金

治療期延長到8小時

2022/07/04 15:59

成⼤醫院中風中⼼醫師張育銘指⼤⾎管中風可採動脈

內機械取栓，能延⻑治療黃⾦期到八⼩時。（成⼤醫

院提供）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50歲陳女⼠突發右側⼿

腳沒⼒氣、無法說話表達，被急送郭綜合醫院，急

診醫師判定是急性腦中風，因到院時間仍在黃⾦3

⼩時內，緊急打靜脈⾎栓溶解劑。另⽅⾯，醫師持

續評估病⼈腦中風嚴重分數⾼，即刻透過線上⾏動

轉院系統聯絡成⼤醫院，確定轉送患者並同時傳輸

重要病歷資料到成醫。

成⼤醫院接收患者後判定為⼤⾎管中風，緊急執⾏

動脈內機械取栓術，順利在發病5⼩時左右打通患

者⾎管。由於患者到院有把握黃⾦治療期、順暢轉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2/07/04/3980985_1.jpg


2022/7/5 中午12:18 ⼤⾎管中風採動脈機械取栓 黃⾦治療期延⻑到8⼩時

https://health.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980985 2/3

院及順利在動脈內機械取栓，陳女治療後僅遺留極

少的後遺症，出院時已能⾏⾛且照顧⾃⼰的⽣活起

居無虞。

⼤⾎管中風採取動脈內機械取栓的治療前、後影像對

比。（成⼤醫院提供）

成⼤醫院中風中⼼醫師張育銘指出，缺⾎性腦中風

往往會造成嚴重的神經學損傷甚⾄死亡，衛福部公

布2020年國⼈10⼤死因，腦⾎管疾病仍⾼居第4

名，且腦中風留下的後遺症常導致⽣活功能缺損，

無法返回職場⼯作，嚴重者甚⾄得臥床度過餘⽣。

能否及時搶救中風即將壞死的腦細胞，是患者預後

的重要因素，缺⾎性腦中風的黃⾦搶救期極為關

鍵。

打靜脈血栓溶解劑 須在黃金3小時內

他表⽰，缺⾎性腦中風過去20年有賴靜脈⾎栓溶解

劑搶救，在剛發⽣腦中風的黃⾦3⼩時內及時打靜

脈⾎栓溶解劑，搶救⽣命，其中有3成可恢復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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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功能到接近病前；但也有研究發現靜脈⾎栓溶解

劑對⼤⾎管中風患者的療效不佳，能真正打通⼤⾎

管阻塞的比例僅占1-3成，以靜脈⾎栓溶解劑⽽

⾔，適⽤施打時間只在中風後3-4.5⼩時內，若延

遲送醫，很容易錯過短暫的黃⾦治療期。

動脈內機械取栓術 延長搶救時機

張育銘說，近年來國內各⼤醫院都逐步推⾏動脈內

機械取栓術，能有效幫助⼤⾎管中風患者取出⾎

栓。根據健保規定，符合急性⼤⾎管阻塞的缺⾎性

腦中風患者，在中風發⽣8⼩時之內都有機會接受

動脈內機械取栓術，把⼤⾎管中風患者的黃⾦治療

期延⻑到8⼩時，⼤為增加搶救的時機。

成 醫 從 2016 年 迄 今 已 服 務 過 上 百 例 動 脈 取 栓 患

者，⾎管成功打通率約9成，且患者3個⽉後恢復到

獨立⽣活狀態者約占3成。成醫也開發線上轉院系

統，與地區或區域醫院做即時雙向聯繫，將可能取

栓的患者轉送到適當醫院評估、治療，避免轉院時

的延誤與時間喪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