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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孔廟舉辦成年禮傳統習俗「做⼗六歲」活動。

台南孔廟舉辦成年禮傳統習俗「做⼗六歲」活動 黃偉哲祝福
學⼦成⻑並承擔責任

／

2022/8/5

　【記者孫紹逸／南市報導】台南府

城特有的成年禮傳統習俗「做⼗六

歲」，農曆七⽉七⽇不僅是七夕，更

是「七娘媽⽣，做⼗六歲」這個習俗

的⽇⼦，今（4）⽇台南市中⻄區孔廟

商圈產業促進會及台南市中⻄區啟智

社區發展協會於孔廟⼤成殿前，舉辦

做⼗六歲成年禮活動，邀請台南市⻑黃偉哲到場祝福，並與學⼦合照留念，勉勵值

年⼗六歲的學⼦在經過⽣命儀禮「做⼗六歲」後，透過對神明的感謝，體會⽗⺟的

辛勞及付出。
 

　市⻑黃偉哲表⽰，「做⼗六歲」儀式在傳統⺠俗上有特別意義，七夕也是七娘媽

誕辰⽇，「做⼗六歲」是府城家庭與社會的集體記憶，也是府城傳統文化的代表之

⼀，象徵成年⻑智慧，⾃⼰⻑⼤了，也代表要承擔更多的責任，更要感謝⽗⺟的辛

勞。
 

　府城「做⼗六歲」成年禮已有兩、三百年歷史，⼀般視為勞動⼒的成⻑，從⼗六

歲起即可領⼤⼈⼯資，在每年農曆七⽉七⽇時，舉⾏隆重的成年禮，宴請親戚朋

友，是對⼦已成丁（男⼦⻑⼤成⼈）得領成⼈⼯資的⼀種宣⽰，⽽做⼗六歲完成

後，代表孩⼦已經⻑⼤，⽗⺟給予孩⼦更多的空間，學習獨立⾃主負責，孩⼦也了

解到⾃⼰義務和責任，不僅⽤功讀書，更要孝順⽗⺟，還應學會承擔責任。
 

　今⽇活動結合孔廟附近學校，包含中⼭、建興、延平及忠孝國中，還有國立成功

⼤學華語中⼼也報名參加，讓留學⽣體驗台南市做⼗六歲獨特的⺠俗文化，希望他

們學成歸國後，多加介紹台南特有的文化及⺠俗風情，同時也感謝來⾃台北、新

⽵、苗栗、台中、嘉義、⾼雄的學⽣和家⻑，對於台南⺠俗文化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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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廟成年禮 成⼤美籍⽣新體驗
2022-08-04

成⼤華語中⼼四⼗八名位美籍學⽣體驗「做⼗六歲」成年禮活動。（記者陳治交攝）

記者陳治交⁄台南報導

孔廟商圈產業促進會、啟智社區發展協會四⽇在孔廟舉辦「做⼗六歲」成年禮活動，除了建興、中⼭、忠孝及社

區百餘名成年禮⽣，成⼤華語中⼼四⼗八名美籍學⽣⾸次穿狀元服鑽七娘媽亭，對台南特有的傳統習俗留下深刻

印象。

早年台南「做⼗六歲」，⼤多是上香祭拜及鑽神桌，後來多了七娘媽亭，隨著時代改變，花樣不斷翻新，孔廟商

圈產業促進會、啟智社區發展協會依傳統⺠俗舉辦「做⼗六歲」成年禮，參加者著狀元服上香、鑽桌腳，還可獲

贈紅包、紀念品、壽桃、紅綵及證書。

啟智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黃文龍表⽰，「做⼗六歲」祭典供七碗茶獻給七娘媽，成年禮也安排「尊親奉茶」，提

醒孩⼦泡⼀杯茶獻給⽗⺟，感謝養育之恩。

這次有建興、中⼭、忠孝及社區百餘名成年禮⽣參與，另外成⼤華語中⼼「關鍵語⾔獎學⾦計畫」課程⼆⼗三

名，分別就讀於哈佛⼤學、哥倫比亞⼤學、加州⼤學、美國海軍⼤學等⼆⼗⼆所⼤學院校，「台灣暑期密集語⾔

課程」⼆⼗五名，美籍學⽣⾸次穿狀元服鑽七娘媽亭，對台南特有的傳統習俗留下深刻印象。



2022/8/5 上午10:10 孔廟成年禮 成⼤美籍⽣新體驗 | 中華⽇報|中華新聞雲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633718 2/2

美籍學⽣穿狀元服鑽七娘媽亭，對台南特有的傳統習俗留下深刻印象。（記者陳治交攝）

成⼤華語中⼼指出，「關鍵語⾔獎學⾦計畫」課程由台南⼆⼗三個接待家庭提供外籍⽣「跨文化」學習場域，更

安排「做⼗六歲」、台灣喜餅ＤＩＹ等文化體驗，不只是語⾔學習，更深入認識台灣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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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美籍⽣體驗「做16歲」 48⼈穿狀元服鑽七娘媽亭
2022-08-04

記者陳治交／台南報導

孔廟商圈產業促進會、啟智社區發展協會四⽇在孔廟舉辦「做⼗六歲」成年禮活動，除了建興、中⼭、忠孝及社

區百餘位成年禮⽣，成⼤華語中⼼四⼗八位美籍學⽣⾸次穿狀元服鑽七娘媽亭，對台南特有的傳統習俗留下深刻

印象。

成⼤華語中⼼四⼗八位美籍學⽣體驗「做⼗六歲」成年禮活動。（記者陳治交攝）

早年台南「做⼗六歲」，⼤多是上香祭拜及鑽神桌，後來多了七娘媽亭，隨著時代改變，花樣不斷翻新，孔廟商

圈產業促進會、啟智社區發展協會依傳統⺠俗舉辦「做⼗六歲」成年禮，參加者著狀元服上香、鑽桌腳，還可獲

贈紅包、紀念品、壽桃、紅綵及證書。

啟智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黃文龍表⽰，「做⼗六歲」祭典供七碗茶獻給七娘媽，成年禮也安排「尊親奉茶」，提

醒孩⼦泡⼀杯茶獻給⽗⺟，感謝養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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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學⽣穿狀元服鑽七娘媽亭，對台南特有的傳統習俗留下深刻印象。（記者陳治交攝）

這次有建興、中⼭、忠孝及社區百餘位成年禮⽣參與，另外成⼤華語中⼼「關鍵語⾔獎學⾦計畫」課程⼆⼗三

名，分別就讀於哈佛⼤學、哥倫比亞⼤學、加州⼤學、美國海軍⼤學等⼆⼗⼆所⼤學院校，「台灣暑期密集語⾔

課程」⼆⼗五名，美籍學⽣⾸次穿狀元服鑽七娘媽亭，對台南特有的傳統習俗留下深刻印象。

成⼤華語中⼼指出，「關鍵語⾔獎學⾦計畫」課程由台南⼆⼗三個接待家庭提供外籍⽣「跨文化」學習場域，更

安排「做⼗六歲」、台灣喜餅ＤＩＹ等文化體驗，不只是語⾔學習，更深入認識台灣本⼟文化。



2022/8/5 上午9:54 台南特有習俗七夕「做16歲」 洋妞也來體驗「轉⼤⼈」 - ⽣活 - ⾃由時報電⼦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4014862 1/4

台南特有習俗七夕「做16歲」 洋妞也來
體驗「轉⼤⼈」

成⼤華語中⼼外國留學⽣參加台南做16歲成年禮活動，市⻑黃
偉哲（左）合照留念，期他們對台南留下美好印象。（台南市政
府提供）

2022/08/04 19:40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今天農曆七⽉七⽇不僅是七夕節，

更是府城特有的「七娘媽⽣，做16歲」習俗的⽇⼦， 台南市
中⻄區孔廟商圈產業促進會及啟智社區發展協會於孔廟⼤成殿

前舉辦做16歲成年禮活動，邀請市⻑黃偉哲到場祝福，與學⼦
合照留念，透過⽣命儀禮與對神明的感謝，體會⽗⺟的辛勞及

付出。

今天活動結合孔廟附近學校中⼭、建興、延平及忠孝國中學⽣

參與，還有成功⼤學華語中⼼報名參加，洋學⽣「扮狀元」體

驗做16歲都感到新奇新鮮，也希望這群外國留學⽣未來學成歸
國後，多加介紹台南特有的文化及⺠俗風情。另外，也有來⾃

台北、新⽵、苗栗、台中、嘉義、⾼雄的學⽣，不少是趁暑假

回阿公阿嬤家，在家⻑陪同下參加活動「做16歲、轉⼤⼈」。

黃偉哲說，「做16歲」儀式在傳統⺠俗上有特別意義，七夕也
是七娘媽誕辰⽇，「做16歲」是府城家庭與社會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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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府城傳統文化的代表之⼀，象徵成年⻑智慧，⾃⼰⻑⼤

了，也代表要承擔更多的責任，更要感謝⽗⺟的辛勞。

府城「做16歲」成年禮已有2、3百年歷史，昔⽇視為勞動⼒
的成⻑，從16歲起即可領⼤⼈⼯資，每年農曆七⽉七⽇舉⾏隆
重的成年禮，宴請親戚朋友，是對孩⼦得領成⼈⼯資的⼀種宣

⽰；時⾄今⽇，做16歲完成後，也代表孩⼦已經⻑⼤，⽗⺟給
孩⼦更多空間，學習獨立⾃主負責，孩⼦也了解到⾃⼰義務和

責任，不僅⽤功讀書，更要孝順⽗⺟，還應學會承擔責任。

台南做16歲成年禮特有習俗，孩⼦鑽過七娘媽桌腳下，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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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台南市政府提供）

台南市⻑黃偉哲（左）參加做16歲成年禮活動，祝福學⼦成⻑
喜悅。（台南市政府提供）

台南市⻑黃偉哲（中）參加做16歲成年禮活動，祝福學⼦學習
之路順利。（台南市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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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中⻄區孔廟商圈產業促進會及啟智社區發展協會，今天於台
南孔廟⼤成殿前舉辦做16歲成年禮活動。（台南市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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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孔廟舉辦「做⼗六歲」　黃偉哲祝福學⼦成⻑並承擔責任
記者莊漢昌／台南報導  2022-08-04 17:07

台南市中⻄區孔廟商圈產業促進會及台南市中⻄區啟智社區發展協會4⽇於孔廟⼤成殿前，舉辦「做⼗六

歲」成年禮活動，邀請台南市⻑黃偉哲到場祝福，勉勵值年⼗六歲的學⼦在經過⽣命儀禮「做⼗六歲」後，

透過對神明的感謝，體會⽗⺟的辛勞及付出。

市⻑黃偉哲表⽰，「做⼗六歲」儀式在傳統⺠俗上有特別意義，七夕也是七娘媽誕辰⽇，「做⼗六歲」是府

城家庭與社會的集體記憶，也是府城傳統文化的代表之⼀，象徵成年⻑智慧，⾃⼰⻑⼤了，也代表要承擔更

多的責任，更要感謝⽗⺟的辛勞。

府城「做⼗六歲」成年禮已有兩、三百年歷史，⼀般視為勞動⼒的成⻑，從⼗六歲起即可領⼤⼈⼯資，在每

年農曆七⽉七⽇時，舉⾏隆重的成年禮，宴請親戚朋友，是對⼦已成丁（男⼦⻑⼤成⼈）得領成⼈⼯資的⼀

種宣⽰，⽽做⼗六歲完成後，代表孩⼦已經⻑⼤，⽗⺟給予孩⼦更多的空間，學習獨立⾃主負責，孩⼦也了

解到⾃⼰義務和責任，不僅⽤功讀書，更要孝順⽗⺟，還應學會承擔責任。

今⽇活動結合孔廟附近學校，包含中⼭、建興、延平及忠孝國中，還有國立成功⼤學華語中⼼也報名參加，

讓留學⽣體驗台南市做⼗六歲獨特的⺠俗文化，希望他們學成歸國後，多加介紹台南特有的文化及⺠俗風

情，同時也感謝來⾃台北、新⽵、苗栗、台中、嘉義、⾼雄的學⽣和家⻑，對於台南⺠俗文化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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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六歲 黃偉哲祝福學⼦轉⼤⼈

台南市⻑黃偉哲（中）參加做⼗六歲成年禮活動，祝福學⼦學習
之路順利。 （台南市府提供）

2022/08/05 05:30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昨天農曆七⽉七⽇「七娘媽⽣」，

台南「做⼗六歲」傳統習俗⽇⼦，中⻄區孔廟商圈產業促進會

及啟智社區發展協會於孔廟⼤成殿前，舉辦「做⼗六歲」成年

禮活動，邀請市⻑黃偉哲到場祝福，並與學⼦合照留念，透過

⽣命儀禮及對神明的感謝，體會⽗⺟的辛勞及付出。

黃偉哲表⽰，「做⼗六歲」儀式在傳統⺠俗上有特別意義，七

夕也是七娘媽誕辰⽇，「做⼗六歲」是府城家庭與社會的集體

記憶，也是府城傳統文化的代表之⼀，象徵成年⻑智慧，⾃⼰

⻑⼤了，也代表要承擔更多的責任，更要感謝⽗⺟的辛勞。

活動結合孔廟附近學校，包含中⼭、建興、延平及忠孝國中，

還有成功⼤學華語中⼼也參加，讓外國留學⽣體驗台南做⼗六

歲獨特的⺠俗文化，希望他們學成歸國後，多加介紹台南特有

的文化及⺠俗風情。

台南「做⼗六歲」也是南市登錄的市定⺠俗，台灣臨濮堂施姓

⼤宗祠及家扶基⾦會合辦傳統禮儀，由宗祠主任委員施燈從擔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8/05/10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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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主祭，帶領廿七位屆齡的少年做科儀，⼀同體驗成年的雀躍

與祝福。

祭拜禮過後舉⾏「出⿃⺟宮」，由⽗⺟舉起七娘媽亭讓⼦女俯

⾝穿越儀式，象徵青少年已成⻑且能獨當⼀⾯，完成「轉⼤

⼈」啟開⼈⽣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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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管理學院EMBA 辦招生說明會
⼯商時報 周榮發04:10 2022/08/05

素有「北台⼤、南成功」之美譽的國立成功⼤學，管理學院⾼階管理碩⼠在

職專班（EMBA）即將開始招⽣。為讓全國企業菁英⼀窺學術殿堂之管理精

華，成⼤管理學院將於台南、台北各舉辦⼀場招⽣說明會。

招⽣說明會台南場訂於8⽉27⽇在成⼤管理學院光復校區B1 62X05演講廳，

以及台北場訂於9⽉3⽇在台北喜來登飯店B2喜廳舉辦，屆時歡迎各企業⾼階

管理⼈⼠蒞臨聆聽。

成⼤管理學院⾼階管理碩⼠在職專班（EMBA）表⽰，成⼤管理學院EMBA擁

有頂盛學風及紮實實務授課，加上廣闊⼈脈連結，可形成異業整合⼒量，向

來都是國內企業⼈⼠優先考慮選讀的管理院校。

依據「Cheers」雜誌指出，成⼤管理學院EMBA在去年「3,000⼤企業經理⼈

就讀意願調查」中，其「選校評價」⼗項細⽬指標中評價分數為全國⼤第三

名。

此外，在地域性因素及充分展現國際接軌與務實耕耘的學校特⾊⽅⾯，也獲

得地⽅專業經理⼈肯定，為南部地區EMBA就讀意願排名第⼀名。

事實上，成⼤管理學院EMBA之所以受到企業經理⼈青睞，主要是提供豐沛

的管理技能，即結合管院師資，充分運⽤各系所不同專業領域師資，包含：

⼯資管、交管、企管、會計、統計、國經及體健休等系所，除了管理學院專

任師資外，同時邀請業界專家學者提供實務經驗。

此次EMBA招⽣說明會，將由管理學院重量級師資群提供學程規劃，以及學

⻑姐們親述學習⼼得、分享就讀成⼤管理學院EMBA所帶來的無窮邊際效

益。洽詢電話：（06）275-1234分機14、15、16。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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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教育部數位學位證書計畫 全國60所⼤專校院參與

2022-08-04 發佈 林宜箴 臺北

數位學位證書計畫

教育部推動「⼤專院校數位證書試辦計畫」，截⾄今年(111年)已有超過60所公私立⼤專院校加入是項計畫，預估未來每年將會
有超過15萬名學⽣可取得數位學位證書，占全國年度畢業⽣總數55%。
 
教育部表⽰，⼤專院校數位證書計畫由「發證」及「驗證」兩⼤系統所構成，並委由國立成功⼤學與種⼦學校執⾏團隊共同⽀
援參與本計畫合作的⼤專院校，協助建立各校發證流程、串接畢業⽣資料，使各學校快速發展符合規範的數位學位證書發證系
統。
 
教育部強調，計畫將會持續邀請全國各公私立⼤專院校加入，以擴⼤數位學位證書普及率，希望使未來全國皆能透過本系統，
於學界、企業界快速驗證各式學位證書。各⼤專院校若有意建立校內數位學位證書發證系統，可以聯繫國立成功⼤學團隊窗⼝
呂經理（E-mail：smlu@netdb.csie.ncku.edu.tw）取得相關介紹資料，以了解系統建置細節。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95%B8%E4%BD%8D%E5%AD%B8%E4%BD%8D%E8%AD%89%E6%9B%B8%E8%A8%88%E7%9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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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位證書需求增　逾60大專發放 

　因應數位化時代企業徵才、國際移動需求擴大，數位學位證書需求增加，教

育部一○九學年度開始推動「大專校院數位證書試辦計畫」，到今年已有超過

六十所大專校院加入，目前已發放近四萬張，預估未來每年會有逾十五萬名學

生取得數位學位證書，占全國年度畢業生總數五成五。

　教育部表示，該計畫委託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莊坤達、數學系副教

授舒宇宸的團隊，訂定數位證書標準規範。教育部指出，這項計畫由「發證」

及「驗證」兩大系統構成，並委由成大與種子學校，共同支援參與的大專校

院。最新一期有中興大學、中央大學等四十所大專校院加入，未來也會持續邀

請各校加入，以擴大普及率。

沈育如／臺北報導 (20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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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數位證書 方便徵才驗真偽
曾博群  ｜2022.08.05

【記者曾博群台北報導】因應數位化時代企業徵才、國際移動等需求，

教育部推動「大專院校數位證書試辦計畫」，至一一一學年已有超過六

十所公私立大專院校加入，預估未來每年有超過十五萬名學生可取得數

位證書，占全國年度畢業生總數五成。

配合國發會規畫「智慧政府行動方案（My Data數位服務個人化）」等

資訊應用，教育部一○九學年度啟動大專院校數位證書試辦計畫，由國

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數學系團隊開發建置並訂定標準規範；成大於去

年六月發布第一張數位學位證書，國立清華大學等亦陸續發放。

教育部表示，大專院校數位證書計畫可分為發證、驗證兩大系統，並委

由成大與種子學校團隊支援，協助各校建立發證流程、串接畢業生資訊

等，本期有四十所大專院校加入計畫，目前已發放近四萬張數位學位證

書。

技術採用SHA─256雜湊函數，建立各大專院校學位證書數位指紋，可

完整追蹤學生學習歷程，同時開放教育部架設的數位證書驗證網站，提

供畢業生、大專院校及徵才企業驗證，以利後續升學、求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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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創新動能抵嘉 南科盼解決嘉義地區臨床需求 -
DIGITIMES 智慧應用

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

黃達人
2022-08-05

南科產學醫交流平臺第三場媒合活動與會貴賓合影，南管局投資組組長上官天祥(左五)、
成大醫工系鄭國順教授(左六)、嘉義基督教醫院院長姚維仁(右四)。南科管理局

南科管理局與成功大學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合作成立的「南科產學醫交流平臺」已於台
南地區辦理2場交流媒合活動，活動效益顯著，已成功媒合成大及奇美醫護團隊與南科生醫
廠商更進一步的合作討論。此次為布局嘉義科學園區精準健康產業，將媒合活動推廣至嘉
義地區，與嘉義長庚醫院、嘉義基督教醫院、朴子醫院、長庚科大嘉義分部及相關生醫廠
商共同合作，瞭解醫護需求和討論解決方案，盼解決嘉義地區臨床需求提升地區生醫創新
能量，並進一步串連南台灣生醫產業廊帶。

 創新生醫產品開發的關鍵，為找出臨床未被滿足的需求，進而精準開發出高市場需求之醫
療產品，已被視為生醫創新成功的重要準則。南科積極佈局嘉義科學園區精準健康產業，
提升地區生醫創新能量，積極發掘嘉義地區臨床中未被滿足之需求，並將南科園區及周邊
地區廠商研發量能導入，期望開發具高潛在應用市場之醫療器材產品。

「南科產學醫交流平臺第三場媒合活動」，邀請貴賓包括南科管理局上官天祥組長、嘉義
基督教醫院、朴子醫院等醫院負責人，以及迪威智能、台達電、群邁通訊、杰適美、耀瑄
科技及成大Spark新創團隊等單位代表進行交流。此次活動中由產學醫針對臨床需求、解決
方案2大主軸進行主題演講，並發表包含：寶命防跌-兒童床跌預警系統等17個案例分享，
活動現場相當熱絡。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30&cat1=40&cat2=26&id=0000641590_61A69VGQ8AA7U515CH90J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search.asp?keyword=%E9%BB%83%E9%81%94%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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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管理局表示，想要成功開發出創新醫療器材必須透過跨領域合作，為避免開發出具創
新性但不符合臨床需求之醫療器材，必須實際與臨床醫療團隊討論，實際瞭解臨床需求。
另最重要的面向為產學醫三方必須持續相互合作交流，在三方專業技術與需求尋得平衡
點，才能成功解決這些每天會面臨到的臨床需求，並將產品推向市場，惟有將臨床需求和
技術能量跨領域緊密結合，才能夠創造醫療器材之創新價值。

南科生醫產業聚落為台灣最主要的牙科、骨科醫材聚落之一，近年來致力於與各大醫院及
學校進行體驗場域合作，至今已於7所醫學院設置教育訓練中心，推廣國產醫材，目前積極
串聯園區既有ICT資通訊與BIO生醫2大產業優勢，橫跨包括醫療、電子資通訊、科技、生
技製藥及醫材等，串聯大健康產業完整生態鏈，發展精準健康新興產業。

面對未來，嘉義地區精準健康產業，由支援醫院「臨床醫護」需求，將擴大至「長、日照
機構」，以因應日益浮現的「老人照護」需求，「南科產學醫交流平臺」將扮演關鍵角
色，持續辦理各種產學醫交流活動，以解決產學研醫臨床需求，並讓台灣生醫廠商展示優
質國產品及提高產品曝光度，透過醫護給予使用者意見回饋，以強化生醫產品功能、品質
及創新，並推廣優質國產品至各大醫療院所，凝聚力量共同推動台灣智慧醫療產業升級及
邁向國際市場。

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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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睡眠雲端判讀訓練工作坊獲好評 - DIGITIMES 智慧應用
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

黃達人
2022-08-05

2022年智慧睡眠判讀訓練工作坊現場合影。科技部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

睡眠健康越來越受現代社會重視，尤其在疫情影響嚴重之下，全球因新冠失眠問題的求診
人數持續上升，睡眠評估與介入更加受到各界重視。科技部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
心再次攜手台灣睡眠醫學學會、成大醫院睡眠醫學中心、台北榮民總醫院，於7月23日辦理
智慧雲端睡眠評估訓練工作坊，匯集全台各地睡眠專家與技師線上交流，由成大醫院睡眠
醫學中心林政佑主任作為活動召集人，邀請台灣睡眠醫學學會邱國樑理事長、科技部人工
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梁勝富主任等專家學者共同上線與會，吸引全台的睡眠專家線
上參與，會議中交流互動熱烈！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30&cat1=40&cat2=26&id=0000641592_8TW6EBD28UHKK63A0VUXK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search.asp?keyword=%E9%BB%83%E9%81%94%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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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梁勝富主任為活動進行開幕致詞。科技部人工智慧
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

活動匯集多位睡眠專家線上實例教學，首先由資深的台灣睡眠醫學學會劉勝義理事進行
「智慧雲端睡眠判讀訓練總論」主題演講，並由台北榮總睡眠醫學中心曾俊賢技師、郭佳
瑜技師、台灣睡眠醫學學會黃春森理事分別講解「睡眠期判讀」、「睡眠呼吸事件判
讀」，以及「睡眠動作事件判讀」等主題，並邀請睡眠醫學專家台北榮總睡眠醫學中心周
昆達執行長、蕭慈慧醫師，林口長庚睡眠醫學中心莊立邦主任、成大睡眠醫學中心呂宗樺
副主任擔任座長，課程結合講者在睡眠判讀上的多年經驗與技巧，內容厚實且精彩。

本次由睡眠醫學的重要臨床與教學單位---台北榮民總醫院睡眠中心進行出題，提高資料判
讀困難度，以進階臨床專業訓練為導向，整夜資料涵蓋不同睡眠期、覺醒事件、呼吸事
件、腳動事件、血氧事件等。

目前睡眠檢測數據的判讀，仍極度仰賴經驗豐富的睡眠技師進行人工判讀，藉由雲端睡眠
分析平台分析顯示，全台34個醫療單位的睡眠技師透過此系統結合遠距訓練後，參與技師
們與專家判讀的一致性已提升至80%以上，可滿足睡眠技師們持續提升與進步的需求，此
成果將可提供台灣各睡眠中心針對睡眠技師評估與訓練規劃參考。此雲端判讀平台不只能
提供新進睡眠技師的訓練教學，平台中的睡眠判讀標準也能依據國際標準持續修改調整，
因此更可以提供技師們與日俱進的永續學習方向，運用智慧科技有效地提升睡眠診斷品
質。

台灣睡眠醫學學會邱國樑理事長致詞時提到，現在智慧醫療與科技的結合，包含雲端智慧
的加入，已成為時代的趨勢，如何讓傳統以人工為主的判讀，跟人接觸的照護及檢查做完
美的結合，需要學者專家們一起來交流及探討，盼能透過人工智慧平台與睡眠技師的磨合
找出最適合的方法，一起把睡眠醫學往上推展。

https://mms.digitimes.com/NewsImg/2022/0805/641592-2-0VUXK.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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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梁勝富主任表示，舉辦智慧睡眠判讀訓練工作坊的
目標是最重要是運用雲端與數位科技讓睡眠判讀專家訓練國際化，有效接軌最新的判讀指
引，且不受時空與資源不均的限制。本次工作坊可視為知識共享、專家共學、品質共好的
智慧科技應用範例，更期待藉由數位科技讓睡眠專家的智慧與經驗快速擴散，一起推動睡
眠醫學的發展，成為台灣睡眠醫學國際化的成功指標，這也是科技部成立人工智慧生技醫
療創新研究中心推動生醫智慧化的初衷。

最新產品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