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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有功 成醫醫師王姿云獲獎
2022-06-25

成⼤精神部醫師王姿云獲全國反毒有功⼈⼠獎。（成醫提供）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成⼤醫院精神部醫師王姿云帶領藥癮治療團隊提供全⾯整合的戒癮醫療服務，表現優異，榮獲⾏政院「全國反毒

有功⼈⼠獎」，24⽇由總統蔡英文頒獎，肯定其對毒品防制⼯作的熱忱與付出。

王姿云2014年⾄成⼤醫院服務，主責藥癮治療業務，除了美沙冬治療外，亦積極提供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藥

癮共病、孕產婦、兒少、同志等特殊藥癮族群之多元整合服務，藥癮治療服務量多且品質優良，多次獲台南市衛

⽣局督考毒品危害防制特優獎肯定，她也帶領並執⾏多項衛福部藥癮治療計畫，執⾏成果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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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局說，王姿云醫師除了擁有厚實的臨床醫療⼯作經驗外，更帶領研究團隊於國內藥癮研究居領先地位，包括

研究藥癮的致病機轉探討，以及發展新藥物和新醫療技術來治療藥癮，成果皆發表於國際著名期刊，有助於改善

國內藥癮治療品質和國際交流。

王姿云曾⾄美國國家藥物濫⽤研究所進修，與頂尖國際研究中⼼建立合作關係做藥癮研究，始終保持⾼度服務熱

忱，協助無數病⼈脫離毒海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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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精神部王姿云醫師榮獲⾏政院全國反毒有功⼈⼠獎

【勁報/記者于郁⾦/臺南報導】⾏政院每年辦理選拔對反毒⼯作奉獻不遺餘⼒的有功

⼈⼠及團體，今年度服務於本市國立成⼤醫院精神部王姿云醫師，因表現優異，與國

內眾多參賽者競爭脫穎⽽出，榮獲⾏政院「111年全國反毒有功⼈⼠」，實⾄名歸，特

於111年6⽉24⽇假國家圖書館由蔡英文總統親臨頒獎，肯定得獎⼈對毒品防制⼯作熱

忱與堅毅付出。

臺南市政府衛⽣局說明，王姿云醫師⾃⺠國103年⾄成⼤醫院服務後即主責藥癮治療業

務，帶領成⼤醫院藥癮治療團隊提供全⾯整合的戒癮醫療服務。除美沙冬治療外，亦

積極提供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藥癮共病、孕產婦、兒少、同志等特殊藥癮族群之多

元整合服務，藥癮治療服務量多且品質優良，多次榮獲臺南市政府衛⽣局督考毒品危

害防制特優獎肯定，王醫師也帶領並執⾏多項衛福部藥癮治療計畫，計畫執⾏成果優

異。

衛⽣局表⽰，王醫師除了擁有厚實的臨床醫療⼯作經驗外，更帶領研究團隊於國內藥

癮研究居領先地位，研究結果包含藥癮的致病機轉探討，以及發展新藥物和新醫療技

勁報 2022/06/24 11:25(2天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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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來治療藥癮；研究成果皆發表於國際著名期刊，有助於改善國內藥癮治療品質和國

際交流；由於研究優秀表現，曾⾄美國國家藥物濫⽤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DA)進修研究，與NIDA此頂尖國際研究中⼼建立合作關係，進⾏藥癮

之研究；王醫師始終保持⾼度服務熱忱，協助無數病⼈脫離毒海控制。

臺南市政府黃偉哲市⻑重視毒品防制及藥癮戒治成效，呼籲⺠眾多加關⼼⾝邊親友狀

況，⺠眾有任何毒品相關問題，歡迎撥打24⼩時免付費戒毒諮詢專線0800-770-

885(請請您，幫幫我)，或加入臺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LINE@官⽅網站(ID搜

尋：@0800770885tainan)及分享臉書粉絲專⾴

https://www.facebook.com/antidrug.tainan ，並訂閱最新反毒資訊及了解相關活

動。

臺南市政府衛⽣局強調，暑期將近，亦期望有更多的熱⼼⼈⼠，加入反毒⾏列，讓我

們⼀起「攜⼿反毒」，⿑⼼協助保護，讓年輕學⼦免於毒品危害，營造家庭及社會

「健康幸福」的美好未來，臺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關⼼您。(照片由臺南市政府

衛⽣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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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醫院精神部王姿云醫師榮獲　⾏政院111年全國反毒有
功⼈⼠獎

亞太新聞網 ATA News

2022年06⽉24⽇ 15:56

▲蔡英文總統親臨頒獎肯定得獎⼈對毒品防制⼯作的熱忱與堅毅付出。(圖/市府提供)

記者郭忠淵/台南報導

⾏政院每年辦理選拔對反毒⼯作奉獻不遺餘⼒的有功⼈⼠及團體，今年度服務於台南市國立成⼤醫院精神部的王姿云醫師，因表現優異，

與國內眾多參賽者競爭脫穎⽽出，榮獲⾏政院「111年全國反毒有功⼈⼠」，實⾄名歸，特於111年6⽉24⽇假國家圖書館由蔡英文總統親

臨頒獎，肯定得獎⼈對毒品防制⼯作的熱忱與堅毅付出。

王姿云醫師⾃⺠國103年⾄成⼤醫院服務後即主責藥癮治療業務，帶領成⼤醫院藥癮治療團隊提供全⾯整合的戒癮醫療服務。除美沙冬治

療外，亦積極提供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藥癮共病、孕產婦、兒少、同志等特殊藥癮族群之多元整合服務，藥癮治療服務量多且品質優

良，多次榮獲臺南市政府衛⽣局督考毒品危害防制特優獎肯定，王醫師也帶領並執⾏多項衛福部藥癮治療計畫，計畫執⾏成果優異。

王醫師除了擁有厚實的臨床醫療⼯作經驗外，更帶領研究團隊於國內藥癮研究居領先地位，研究結果包含藥癮的致病機轉探討，以及發展

新藥物和新醫療技術來治療藥癮。研究成果皆發表於國際著名期刊，有助於改善國內藥癮治療品質和國際交流。由於研究的優秀表現，曾

https://www.atanews.net/www.atanew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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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藥物濫⽤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DA)進修研究，與NIDA此頂尖國際研究中⼼建立合作關係，進⾏藥癮之

研究。王醫師始終保持⾼度服務熱忱，協助無數病⼈脫離毒海的控制

。

  臺南市政府黃偉哲市⻑重視毒品防制及藥癮戒治成效，呼籲⺠眾多加關⼼⾝邊親友狀況，⺠眾有任何毒品相關問題，歡迎撥打24⼩時免

付費戒毒諮詢專線0800-770-885（請請您，幫幫我），或加入臺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LINE@官⽅網站（ID搜尋：

@0800770885tainan）及分享臉書粉絲專⾴https://www.facebook.com/antidrug.tainan ，並訂閱最新反毒資訊及了解相關活動。暑期

將近，亦期望有更多的熱⼼⼈⼠，加入反毒⾏列，讓我們⼀起「攜⼿反毒」，⿑⼼協助保護，讓年輕學⼦免於毒品危害，營造家庭及社會

「健康幸福」的美好未來，臺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關⼼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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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利用光合作用原理研發半導體高效元

件 效能強近4倍

2022-06-27 15:03  聯合報／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成 大與中 正 大學團隊以 A I 開 發 天然植物染料運用 於光敏化劑之研究，刊登國

際著名農業領域期刊「美 國化學學會農業」的封面。圖／成 大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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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正 大學機械系助理教授賴臆升於 台南鹽水植物工廠進行跨

領域產學研究。圖／成 大提供

成大材料系教授蘇彥勳團隊根據葉綠素在大自然中

行光合作 用 的原理，從植物萃取當作「光敏化

劑」，有效提升半導體元件的光電轉換效率，並結

合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將效能提升到最高，研究成

果刊登在國際著名農業領域期刊「美國化學學會農

業科學與技術」，獲選為當期期刊封面，受到國際

關注。

蘇彥勳表示，自然界的光合作用為目前已知最有效

的太陽光能轉換體系，要研究轉換效能需從眾多的

染料以及光敏化劑當中，挑選出適當的配方以及比

例，需要耗費數個月甚至是數年的時間進行摸索以

及研究，團隊與中正大學賴臆升助理教授合作，利

用人工智慧選擇天然植物葉子並調控天然植物葉子

色澤分布，製作出天然色素染料並應用於純淨且零

碳排放的太陽能產氫元件之感光層，善用人工智慧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D%8A%E5%B0%8E%E9%AB%94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4%B8%AD%E6%AD%A3%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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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統地改善人類生活，促進綠能科技與創新農業

發展。

成大指出，研究團隊所開發的人工智慧運算系統運

用「基因演算法」以及「類神經網路系統」達成關

鍵技術突破。此系統可針對天然植物之染料的吸收

峰值、強度甚至是植物的種類以及所搭配之半導體

材料的電化學特性做為演算依據。經過數百萬次的

大數據演算以及測試之後，最終該系統可給出綜合

關鍵參數之最佳解答，進而節省大量研究成本以及

時間並得到最佳效能的參數配比，也在太陽能產氫

效率上，由原本2.59%提升至9.42%。

中正大學機械系助理教授賴臆升指出，協作植物工

廠進行科技藝術農業跨領域產學合作所建立的人工

智慧系統可快速且有效地為科學家找出最佳解答。

透過人工智慧的開發以及運用，不只能快速推動高

附加價值的「第六產業」也將促使農業科技進步，

更有機會助於人類解決能源、糧食短缺危機以及環

境污染等相關議題。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A7%A3%E7%AD%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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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正 大學機械系助理教授賴臆升於 台南鹽水植物工廠進行跨

領域產學研究。圖／成 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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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畢展 《成為連結的第N遍》24日開幕

本文共1239字

2022/06/24 18:08:52

經濟日報 張傑

COVID-19疫情改變人們互動形式，大眾重新審視自身社交狀態，人在生活中的每一刻都在進行連結，與世界

上的一切進行交流，成功大學規劃與設計學院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以此為核心，舉辦《成為連結的第N遍》

畢業展，6月24日至7月3日在成大光復校區創意基地C-Hub展出，現場展現沉浸式的科技藝術體驗，以虛實共

構的概念呈現出元宇宙世代的展演特色。

成大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陳建旭在開幕式上表示，科技藝術是一門跨領域學門，指導老師來自多個科系，包括

建築系、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甚至是工業設計系等，科技藝術日漸受到重視，目前的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讚 13

成功大學規劃與設計學院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以此為核心，舉辦《成為連結的第N遍》畢業展，6月24日至7月3日在成大

光復校區創意基地C-Hub展出。 成大/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2/06/24/2/17793098.jpe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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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未來有機會能獨立成為一個系所，前景指日可待。

陳建旭也⿎勵學生多參加比賽或是投稿論文，不僅能讓更多人看到豐碩的研究成果，自身也能得到收穫，進而

反饋在未來的創作之上。

《成為連結的第N遍》展覽，是由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的8位畢業生，共同進行創作，在科技藝術碩士學位

學程副主任沈揚庭與助理教授林軒丞等教授的指導下，將自身的跨領域研究轉變成科技藝術作品，藉由科技使

有形與無形的存在相互對接，讓觀眾與創作者的意識進行交流，在虛擬與實際的界線之間，不斷地成為連結，

回溯過去並創造未來。

林軒丞老師表示，今年畢業展覽作品形式多元，8位學生藝術家呂怡斐、廖子瑩、林靜儀、黃意晴、林佩儀、

林佩穎、徐薇、陳品鈞，有以AI作為成長背景的敘事手法、用腦波儀進行腦中思想的視覺化、關注高敏感兒童

「送給自己的禮物」作品是一本結合觸覺與視覺的繪本，透過作品讓觀者認識高敏感兒童。 成大/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2/06/24/2/17793482.jpe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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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繪本創作、聽嗅聯覺的感官再造、時間與空間的想像、動態圖像的互動、新時代女性主義的探索、與植物對

話等，跨領域的結合，重新轉譯新時代的藝術饗宴！

在「The Eye of Minds」作品中，當觀者戴上腦波儀，可以透過電腦螢幕上的波動與數字變化，呈現出目前的

情緒起伏以及淺意識情況，呼籲大家正視自己心理狀況，時時觀察自我的淺意識變化與壓力調整。

學生呂怡斐「初聞」作品，利用跳舞草快速舞動的特性，觀者透過麥克風與植物對話，觀察植物因外界環境的

感知而產生的變化，期望能透過科技建構起人與植物的連結，⿎勵大眾靜下心慢慢了解身邊的植物細節。

與眾不同的畢業展覽一直是成大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的一大特色，從主題式的修課方向、群體的空間裝置藝

術，到多元背景的指導老師，以及最後的畢業作品策展，都希望突破既有的創作形式。

成大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以亮眼的科技藝術作品，總結碩士學習歷程與能力，展現在短短2年內成長、蛻變

成具備跨領域特質的「科藝人」，學生從策展、企劃到展場實踐都是親力而為，不但將學術專業具體實踐，更

藉此獲得了能夠獨立策展的專業能力。

沈揚庭表示，本屆畢業生融入成大空間特色課程與科技藝術課程所共同育成的學生，從跨領域的思維展現出實

作與理論並進的特質，模糊了科技、藝術、甚至是空間彼此間的邊界，賦予科技藝術在空間應用上嶄新的想

像，是個值得令人期待的元宇宙世代展覽！

《成為連結的第N遍》展覽資訊

展覽時間：6月24日至7月3日10：00－17：00

展覽地點：成大光復校區C-Hub創意基地1樓

「初聞」作品，觀者透過麥克風與植物對話，觀察其對外界感知的變化。 成大/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2/06/24/2/17793518.jpe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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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科技藝術碩⼠學位學程畢展：成為連結的第
N遍

⼤成報／于郁⾦ 2022.06.24 23:45

【⼤成報/記者于郁⾦/臺南報導】COVID-19疫情改變⼈們互動形式，⼤眾重新審視⾃

⾝社交狀態，⼈在⽣活中的每⼀刻都在進⾏連結，與世界上的⼀切進⾏交流；國立成功

⼤學規劃與設計學院科技藝術碩⼠學位學程以此為核⼼，舉辦《成為連結的第N遍》畢

業展，6⽉24⽇⾄7⽉3⽇在成⼤光復校區創意基地C-Hub展出，現場展現沉浸式的科技

藝術體驗，以虛實共構概念呈現出元宇宙世代展演特⾊。 

成⼤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陳建旭在開幕式上提到，科技藝術是⼀⾨跨領域學⾨，指導老

師來⾃多個科系，包括建築系、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甚⾄是⼯業設計系等，科技藝術⽇

漸受到重視，⽬前的科技藝術碩⼠學位學程，或許未來有機會能獨立成為⼀個系所，前

景指⽇可待；陳建旭也⿎勵學⽣多參加比賽或是投稿論文，不僅能讓更多⼈看到豐碩的

研究成果，⾃⾝也能得到收穫，進⽽反饋在未來創作之上。 

《成為連結的第N遍》展覽是由科技藝術碩⼠學位學程8位畢業⽣共同進⾏創作，在科

技藝術碩⼠學位學程副主任沈揚庭與助理教授林軒丞等教授的指導下，將⾃⾝跨領域研

究轉變成科技藝術作品，藉由科技使有形與無形存在相互對接，讓觀眾與創作者的意識

進⾏交流，在虛擬與實際的界線之間不斷地成為連結，回溯過去並創造未來。 

林軒丞老師表⽰，今年畢業展覽作品形式多元，8位學⽣藝術家呂怡斐、廖⼦瑩、林靜

儀、黃意晴、林佩儀、林佩穎、徐薇、陳品鈞，有以AI作為成⻑背景敘事⼿法、⽤腦波

儀進⾏腦中思想視覺化、關注⾼敏感兒童的繪本創作、聽嗅聯覺感官再造、時間與空間

想像、動態圖像互動、新時代女性主義探索、與植物對話等，跨領域結合，重新轉譯新

時代藝術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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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he Eye of Minds」作品中，當觀者戴上腦波儀，可以透過電腦螢幕上波動與數字

變化，呈現出⽬前情緒起伏及淺意識情況，呼籲⼤家正視⾃⼰⼼理狀況，時時觀察⾃我

淺意識變化與壓⼒調整。 

呂怡斐「初聞」作品，利⽤跳舞草快速舞動的特性，觀者透過麥克風與植物對話，觀察

植物因外界環境的感知⽽產⽣的變化，期望能透過科技建構起⼈與植物連結，⿎勵⼤眾

靜下⼼慢慢了解⾝邊的植物細節。 

當觀者進入「ART：IVF-ET」暗房作品中，透過沉浸式投影空間，呈現出流動、無法被

定義的性別及⾝體，彷彿置⾝在科技⼦宮想像前，重新詮釋與預視未來科技與⽣命體可

能性，企圖以此創作，回應當代社會對女性⾝體⾃主權益的迫害。 

與眾不同畢業展覽⼀直是成⼤科技藝術碩⼠學位學程⼀⼤特⾊，從主題式修課⽅向、群

體空間裝置藝術，到多元背景指導老師，以及最後畢業作品策展，都希望突破既有創作

形式。 

成⼤科技藝術碩⼠學位學程以亮眼科技藝術作品總結碩⼠學習歷程與能⼒，展現在短短

2年內成⻑、蛻變成具備跨領域特質「科藝⼈」；學⽣從策展、企劃到展場實踐都是親

⼒⽽為，不但將學術專業具體實踐，更藉此獲得了能夠獨立策展專業能⼒。 

沈揚庭表⽰，本屆畢業⽣是融入成⼤空間特⾊課程與科技藝術課程所共同育成的學⽣，

從跨領域的思維展現出實作與理論並進特質，模糊了科技、藝術、甚⾄是空間彼此間的

邊界，賦予科技藝術在空間應⽤上嶄新的想像，是個值得令⼈期待元宇宙世代展覽！ 

《成為連結的第N遍》展覽資訊  

展覽時間：6⽉24⽇⾄7⽉3⽇10：00－17：00  

展覽地點：成⼤光復校區C-Hub創意基地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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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培育學⼦國際競合⼒ 舉辦全國英語紀錄短片-SDGs故
事募集競賽

【勁報/記者于郁⾦/臺南報導】教育部於2021年9⽉正式啟動「⼤專校院學⽣雙語化學

習計畫」，以培育學⽣國際溝通⼒為⽬標，藉此提升⾼教國際競爭⼒；為⿎勵學⽣修

讀EMI課程與創造雙語學習環境，國立成功⼤學推動專業學習與影片作為學習模式，6

⽉25⽇下午舉辦「2022 全國英語紀錄短片－SDGs故事募集競賽」⿎勵學⽣透過影像

與英語表達敘事⼒，⼀同思考永續未來發展。

來⾃全台參賽隊伍需以英文介紹影片製作構想，再播放影片作品呈現結合聯合國永續

發展⽬標(SDGs)獨特觀點故事；此次共有15組隊伍進入決賽，競爭激烈；決賽將透過

線上會議室與國立成功⼤學雙語教學資源中⼼臉書直播與各界分享，歡迎師⽣、來賓

⼀起上線⿎勵與⽀持學⽣作品；賽後除了選拔前3名與最佳劇情獎、最佳視覺表現獎、

最佳英文敘事獎與優選獎等獎項，當天也將在Webex線上會議室進⾏網路⼈氣投票，

選出1名網路⼈氣獎。
 

教育部2021年以「強化學⽣英語⼒，推動全英語授課，整體提升⾼教國際競爭⼒」為

計劃願景，成⼤也隨之設立雙語教學資源中⼼，專責打造成⼤優質雙語學習環境，提

升學⽣專業英文能⼒與國際競合⼒。

成⼤教務⻑王育⺠表⽰，成⼤積極促進學⽣具有國際競合⼒的四⼤要素：(1)獲得專業

學科專業知識，(2)在多元化環境中，學⽣能使⽤英語進⾏溝通，(3)學⽣對於多元文化

勁報 2022/06/25 00:09(2天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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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靈敏和察覺度，並且願意尊重、細⼼對待多元與不同之文化，(4)具有國際觀，

並能適切掌握與分析國際議題。

王育⺠認為，成⼤在創造學⽣具有豐富學習國際溝通技巧的機會，⼀直致⼒於強化學

⽣的國際競合⼒。同時藉由設置EMI(English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全英文授

課)課程提升學⽣專業英文能⼒，並將成⼤打造為英文學習的⾃然場域環境。

成⼤副教務⻑暨成⼤雙語教學資源中⼼執⾏⻑蔡群立指出，EMI課程是使⽤英文來教

授專業的課程，老師授課內容、班級的互動、學習的講義、⼝頭報告、作業等皆是以

英文來表達，但老師可以觀察學⽣上課學習成效，彈性運⽤30%以下中文協助課程教

學，藉此提⾼學⽣學習意願。

成⼤為⽀持學⽣修讀EMI課程，使⽤英文錄製銜接課程，內容包含成⼤主要專業核⼼

課程，讓⼤⼀新⽣了解各專業領域的重要概念和專業名詞；預計8⽉底上架所有銜接課

程於成⼤網⾴，歡迎全國⼤⼀新鮮⼈⼀起上線學習。

成⼤蔡群立副教務⻑說，為⿎勵成⼤學⽣或未來到成⼤就讀同學參加英文CFER檢定，

凡通過英文CFER檢定(包括TOEIC, TOEFL, IELTS, GEPT,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或其他相關可以被認可的英文檢定)，聽、說、讀、寫B2以上等級者，成⼤

將全額補助報名費。

國立成功⼤學雙語政策，是從語⾔學習，深化⾄多元專業理解，將語⾔活⽤，成為同

學在⽣活、學業以及畢業後專業領域上⼀個溝通⼯具，成⼤會透過正式課程、課外活

動、以及環境建置全⽅⾯培育學⽣國際競合⼒；歡迎各界追蹤「國立成功⼤學雙語教

學資源中⼼」粉絲專⾴，隨時接收最新成⼤雙語教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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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報  商情  熱⾨亮點

成⼤醫療聯盟產學合作場域應⽤⾸展 達擎、微星秀醫療場域新應⽤

本⽂共1275字

2022/06/24 17:46:39

經濟⽇報	張傑

友達光電⼦公司達擎(AUO	Display	Plus)與微星科技(MSI)	24⽇參與成功⼤學產學創新總中⼼(簡稱產創總中

⼼)，所舉辦的「成⼤醫療聯盟產學合作暨場域應⽤研討會」，現場匯集成⼤醫院、義⼤醫院、⾼雄⻑庚、⾼

雄醫學⼤學與⾼雄醫學⼤學附設中和、⼤同、⼩港、⾼醫岡⼭等院醫師前來取經，近距離觀摩並實際操作體

驗。

讚 128

成功⼤學產學創新總中⼼所舉辦的「成⼤醫療聯盟產學合作暨場域應⽤研討會」，現場匯集多位醫師前來觀摩，並近距離觀

摩並實際操作體驗。	成⼤/提供

https://money.udn.com/
https://money.udn.com/money/cate/5597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2/06/24/2/17793057.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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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出是產創總中⼼加速器空間完⼯後的⾸展，產創總中⼼以硬體空間加上專利、產學、技轉與新創⼀條⿓

的服務，打造產學合作⽰範場域，獲得達擎與微星⽀持，出任⽰範場域的⾸展廠商，期盼透過⽰範場域的模式

為成⼤產學開啟嶄新的扉⾴。

成⼤產學創新總中⼼主任莊偉哲表⽰，「我們希望透過⽰範場域展出，讓業界直接與醫院應⽤端對接，同時鏈

結由成⼤所領導的⼤南⽅科研產業化平台共11所學校師⽣，提升產品技術與應⽤層⾯，希望對於產品有興趣的

青年學⼦，激發更多創意點⼦，把技術應⽤範圍無限延伸。」

達擎此次展出，包含3D醫療影像解決⽅案、4K裸眼3D醫療顯⽰器以及⼿術室醫療影像整合及串流，其中，3D

醫療影像解決⽅案採⽤達擎領先全球的3D顯⽰技術並結合3D內視鏡影像系統，能精準地將2D內視鏡影像轉換

成3D影像，讓外科醫⽣使⽤其現有2D內視鏡⼿術設備，即可獲得準確的4K⾼解析3D影像，提升醫務⼈員⼿術

過程中安全性，並增進其效率與使⽤彈性。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2/06/24/2/17793059.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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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擎4K裸眼3D醫療顯⽰器，搭載友達獨家開發的眼球追蹤系統(eye-tracking	system)，突破傳統裸眼3D顯

⽰的視⾓限制，可快速追跡⼈眼移動位置，提升3D影像視⾓範圍及影像品質。此外，達擎展⽰的⼿術室醫療

影像整合及串流解決⽅案，可將⼿術室內醫療影像及病⼈⽣理資訊進⾏整合與呈現，並提供影像串流功能，協

助醫療團隊有效提升⼿術流程效率、安全性及教學與遠距醫療等應⽤。

達擎指出，成⼤擁有醫院與醫學院豐沛的研究資源，成⼤產創總中⼼更鏈結了醫療聯盟6家醫院與⼤南⽅科研

產業化平台共11所聯盟學校，不論在應⽤場域或研究量能上皆屬業界合作⾸選，更期望透過此次於成⼤產創總

中⼼的展⽰，增進與醫療業⼈⼠的交流，協助醫療影像顯⽰解決⽅案的開發與場域驗證。

⽽另⼀家以製造主機板起家的微星科技，是全球電競、創作者、商務、	AIoT領域的領導品牌，此次展出「MSI

智能防疫消毒機器⼈」能夠輕鬆避開障礙物實現完全⾃主導航，達到⾃主移動殺菌、淨化空氣的⽬標。該款機

器⼈具有253.7nm波⻑UVGI紫外線殺菌照射光能，無需使⽤化學藥品，不會產⽣表⾯汙染，可對空氣中的病

原體、黴菌、病毒、細菌等微⽣物進⾏消毒，透過UVGI光照射直接破壞分解，最終釋放無病菌、微⽣物淨化

空氣，實現空氣的全⾯淨化。此款機器⼈獲得法國國際研究機構Texcell認證，在研究條件下30	秒內有效消滅

新型SARS-CoV-2病毒。

微星表⽰，「MSI智能防疫消毒機器⼈」已經上市，⽬前在成⼤醫院、三峽清福安養中⼼、新北市政府、寶⾼

園區及南港展覽館等提供空氣殺菌服務。這款機器⼈應⽤AI⼈⼯智慧主動切換空氣殺菌功能與表⾯消毒的⼈體

安全防護機制，以達成⼈機安全共存、相互協作。

成功⼤學產學創新總中⼼所舉辦的「成⼤醫療聯盟產學合作暨場域應⽤研討會」，現場匯集多位醫師前來觀摩，並近距離觀

摩並實際操作體驗。	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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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攜手達擎、微星 大秀醫療場域新應
用
文 謝易晏 2022.06.25

成大產創總中心加速器空間，協助業界對接應用場域合作夥伴及學界
研發量能

友達光電子公司達擎(AUO Display Plus)與微星科技(MSI)日前6月24日參與成功大

學產學創新總中心(以下簡稱產創總中心)舉辦之「成大醫療聯盟產學合作暨場域應

用研討會」。達擎展出3D醫療影像解決方案，能直接將2D醫療影像轉換成為3D，

並攜手合作夥伴西柏科技展出手術室醫療影像整合及串流，將複雜的手術影像及資

訊進行整合。達擎也結合A.R.T.顯示技術與廣達電腦智慧胸腔X光系統搭配展示，

協助加速醫療診斷流程。

微星科技則攜來要價不菲的「MSI智能防疫消毒機器人」，能夠自主移動殺菌、淨

化空氣，是實現防疫零死角的重要夥伴。「成大醫療聯盟產學合作場域應用」研討

會，匯集成大醫院、義大醫院、高雄長庚、高雄醫學大學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

成大產學創新總中心主任莊偉哲(右)表示，透過示範場域展出，讓業界直接與醫院應用端對接，提

升產品技術與應用層面。圖/成大提供

https://ctee.com.tw/author/samentha-hsieh
https://ctee.com.tw/author/samentha-hs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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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同、小港、高醫岡山等院的醫師前來取經，近距離觀摩並實際操作體驗達擎

與西柏科技聯手展示的高階醫療顯示解決方案與手術室影像串流解決方案。

今年甫落成的成大產創總中心加速器空間，目前已有多家廠商陸續進駐，以實質的

硬體空間加上專利、產學、技轉與新創一條龍的服務，打造產學合作示範場域，

「成大醫療聯盟產學合作暨場域應用研討會」，為示範場域首展，由達擎與微星打

頭陣帶來智慧醫療場域相關技術與產品，並且邀請成大醫療聯盟等四大醫學中心專

業團隊前來觀展。未來將結合各類產業主題展出，協助業界對接應用場域合作夥

伴、學界研發量能，並吸引優秀人才投入業界，期開啟產學合作場域應用的新篇

章。

成大產學創新總中心主任莊偉哲表示，「我們希望透過示範場域展出，讓業界直接

與醫院應用端對接，同時鏈結由成大所領導的大南方科研產業化平台共11所學校

師生，提升產品技術與應用層面；我們也希望對於產品有興趣的青年學子，激發更

多創意點子，把技術應用範圍無限延伸。」

達擎展示3D醫療影像解決方案

達擎展出3D醫療影像解決方案，並攜手合作夥伴西柏科技展出手術室醫療影像整合及串
流。圖/成大提供

達擎此次展示包含3D醫療影像解決方案、4K裸眼3D醫療顯示器以及手術室醫療影

像整合及串流。其中，3D醫療影像解決方案是採用達擎領先全球的3D顯示技術並

結合3D內視鏡影像系統，能精準地將2D內視鏡影像轉換成3D影像，讓外科醫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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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現有2D內視鏡手術設備即可獲得準確的4K高解析3D影像，提升醫務人員手術

過程中安全性並增進效率與使用彈性。

達擎4K裸眼3D醫療顯示器，搭載友達獨家開發的眼球追蹤系統(eye-tracking

system)，突破傳統裸眼3D顯示的視角限制，可快速追跡人眼移動位置，提升3D

影像視角範圍及影像品質。此外，達擎展示的手術室醫療影像整合及串流解決方

案，可將手術室內醫療影像及病人生理資訊進行整合與呈現，並提供影像串流功

能，協助醫療團隊有效提升手術流程效率、安全性及教學與遠距醫療等應用。

達擎A.R.T.先進抗反光技術讓醫師診斷工作不再需要在昏暗環境下進行，回到一般

室內光線工作以減少眼睛疲勞症狀，搭配廣達電腦人工智慧實驗室所開發的智慧胸

腔X光系統，運用AI技術辨識胸腔X光影像，偵測肺內外重要疾病及醫療處置，可

協助醫師快速產出結構性放射診斷報告，提升醫師製發報告效率，大幅節省人力與

時間成本。達擎指出，成大擁有醫院與醫學院豐沛的研究資源，成大產創總中心更

鏈結了醫療聯盟6家醫院與大南方科研產業化平台共11所聯盟學校，不論在應用場

域或研究量能上皆屬業界合作首選。達擎期望透過此次於成大產創總中心的展示，

增進與醫療業人士的交流，協助醫療影像顯示解決方案的開發與場域驗證。

微星智能防疫消毒機器人 自主殺菌

微星科技「MSI智能防疫消毒機器人」能輕鬆避開障礙物，完全自主導航，達到自
主移動殺菌、淨化空氣的目標。圖/業者提供

以製造主機板起家的微星科技，是全球電競、創作者、商務、 AIoT領域的領導品

牌，此次展出「MSI智能防疫消毒機器人」能輕鬆避開障礙物實現完全自主導航，

達到自主移動殺菌、淨化空氣的目標。該款機器人具有253.7nm波長UVGI紫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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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菌照射光能，無需使用化學藥品，不會產生表面汙染，可對空氣中的病原體、黴

菌、病毒、細菌等微生物進行消毒，透過UVGI光照射直接破壞分解，最終釋放無

病菌、微生物淨化空氣，實現空氣的全面淨化。此款機器人獲得法國國際研究機構

Texcell認證，在研究條件下30 秒內有效消滅新型SARS-CoV-2病毒。

微星表示，「MSI智能防疫消毒機器人」已經上市，目前在成大醫院、三峽清福安

養中心、新北市政府、寶高園區及南港展覽館等提供空氣殺菌服務。這款機器人應

用AI人工智慧主動切換空氣殺菌功能與表面消毒的人體安全防護機制，以達成人機

安全共存、相互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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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嘉祥／台南報導】 2022/06/25

科技女力成大校長蘇慧貞獲邀論壇分
享 暢談女性職場經驗與競爭力

▲科技女力成大校長蘇慧貞獲邀於「科技人的職場與生活幸福技
術」線上論壇論壇分享，暢談女性職場經驗與競爭力（記者李嘉

祥攝）

國立成功⼤學校⻑蘇慧貞受邀出席「科技⼈的職場與⽣活幸福技

術」線上論壇，透過網路暢談女性職場經驗與競爭⼒。回顧個⼈

經驗，蘇慧貞表⽰，很享受負責任的過程，也勉勵女科技⼈無需

糾結性別困擾，保持純粹初⼼，就能有⾃⼰的⼀片天地。

為促進跨領域女科技⼈交流合作與經驗傳承，台灣女科技⼈學會

2011年成立，旨在⿎勵及培育女性參與科技領域、促進並提升女
性在科技專業領域成⻑，學會主要活動包含舉辦年度會員⼤會、

區域性聯誼、女科技⼈研討會，推出台灣女科技⼈電⼦報、提供

⽣涯導師輔導、台灣女科技⼈助學⾦補助等；此次論壇探討議題

包含女性研究者在兼顧教學、研究與服務以及家庭的狀態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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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善⽤破碎時間的⼩祕訣、各式研究資源如何取捨、女教授婚育

經歷的⼼路歷程、兩性與親⼦溝通分享，內容兼具專業議題與⽣

活化課題。 

蘇慧貞於2015年2⽉上任，是成功⼤學創校以來⾸位女校⻑，連任

⼆屆領導才能有⽬共睹。成⼤領先將聯合國永續發展⽬標列為重

點校務發展⽅向，2022年世界⼤學影響⼒全球排名33名、全臺第
⼀，並於2022年第三屆《遠⾒》⼤學社會責任獎項中獲得「綜合

績效⼀般⼤學組」、「國際共享組」⾸獎以及「在地共融組」與

「⼈才共學組」楷模獎，創下《遠⾒》USR ⼤學社會責任獎三屆

以來，單⼀學校拿下最多獎項紀錄。 

根據科技部統計，女性⼈數在理⼯科技、學術領域約佔16%。蘇

慧貞坦⾔，女性擔任⾏政職在協助別⼈榮耀的時候很受歡迎；變

成發號施令者時就有不同議題要⾯對，但她認為應是因為能⼒以

及對夢想有所堅持⽽受到敬重，跟性別無關，與其執著於無法改

變的事情，不如努⼒可以持續往前的⽬標與願景。

蘇慧貞說，無論在哪個階段都不會特別規劃⾃⼰要什麼，⽽是不

斷要求⾃⼰要準備好，準備好可以負起責任，也要求⾃⼰努⼒看

⾒別⼈優點，也努⼒讓⾃⼰的優點是對別⼈有所助益的；她任內

主持過很多會議，總是能在短時間內提出⽅針與⾒解，蘇慧貞

說，主持有效會議的秘訣是「同理」，同理⼼是⼀種負責任的態

度，任何情境都適⽤，此外，⽤功、練習也很重要，誠⼼誠意努

⼒反覆練習，其實會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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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登場
2022-06-24

副總統賴清德參觀新創攤位。（記者施春瑛攝）

賴清德出席 勉勵年輕⼈運⽤科技積極投入新創產業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為期兩天的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四⽇起於台南遠東香格⾥拉飯店登場，副總統賴清德出席開幕儀

式，勉勵年輕⼈要運⽤科技積極投入新創產業，並將區塊鏈應⽤於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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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是由台灣區塊鏈⼤聯盟、KNOWING新聞、幣特財經、鍶科技共同主辦，包

括副總統賴清德、台灣區塊鏈⼤聯盟總召集⼈陳美伶、台南市副市⻑趙卿惠、成⼤校⻑蘇慧貞、中信⾦融管理學

院校⻑施光訓、⻑榮⼤學校⻑李泳龍等⼈都出席開幕活動。

賴清德表⽰，這種盛會也許是台北⽇常，但南台灣是少⾒的。他認為南北差距還是很⼤，北台灣過去五⼗多年承

擔重責⼤任，未來南台灣要扛起這個責任。如今國際級廠商加碼投資台南，以往台南是台灣的台南，未來要讓台

南成為世界的台南。

賴清德表⽰，⼯業四點零最重要的就是區塊鏈，他在台南市⻑任內不斷推動科技新城、文化⾸都這個⽬標，後來

到了⾏政院也推出五⼤國家發展⽬標，加上綠能與智慧國家等概念。

賴清德期許年輕⼈能積極投入新創產業，並⽤新創⼯作解決地⽅問題，以區塊鏈保障地⽅農漁產品價格及節省⾏

政成本，之前⽩河蓮⼦就曾發⽣被越南進⼝的蓮⼦⿂⽬混珠事件，未來如果能應⽤區塊鏈，建立⽣產履歷，就能

間接保障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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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 賴清德期許年輕⼈運⽤科技投入新
創
2022-06-24

副總統賴清德出席⾸屆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為期兩天的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四⽇起於台南遠東香格⾥拉飯店登場，副總統賴清德今天上午出席

開幕儀式，勉勵年輕⼈要運⽤科技積極投入新創，打造次世代的經濟奇蹟，並將區塊鏈應⽤於地⽅創⽣。

⾸屆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是由台灣區塊鏈⼤聯盟、KNOWING新聞、幣特財經、鍶科技共同主辦，包括

副總統賴清德、台灣區塊鏈⼤聯盟總召集⼈陳美伶、台南市副市⻑趙卿惠、成⼤校⻑蘇慧貞、中信⾦融管理學院

校⻑施光訓、⻑榮⼤學校⻑李泳龍等⼈都出席開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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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賴清德參觀新創攤位。（記者施春瑛攝）

賴清德表⽰，這種盛會也許是台北的⽇常，但南台灣是少⾒的。他認為南北差距還是很⼤，北台灣過去五⼗多年

承擔重責⼤任，未來南台灣要扛起這個責任；這場盛會點亮南台灣的雄⼼壯志，如今國際級廠商加碼投資台南，

以往台南是台灣的台南，未來要讓台南成為世界的台南。

賴清德表⽰，⼯業4.0最重要的就是區塊鏈，他在台南市⻑任內不斷推動科技新城、文化⾸都這個⽬標，後來到

了⾏政院也推出五⼤國家發展⽬標，加上綠能與智慧國家等概念。他說，科技對台灣非常重要，善⽤科技讓城市

進步，讓國家發展，這是台灣在國際上競爭必備的元素。

賴清德也期許年輕⼈能積極投入新創產業，並⽤新創⼯作解決地⽅問題，以區塊鏈保障地⽅農漁產品價格及節省

⾏政成本，之前⽩河蓮⼦就曾發⽣被越南進⼝的蓮⼦⿂⽬混珠事件，未來如果能應⽤區塊鏈，建立⽣產履歷，就

能間接保障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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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報  商情  熱⾨亮點

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 打造次世代的經濟奇蹟

本文共1135字

2022/06/24 18:36:49

經濟日報 張傑

2022上半年最夯的熱搜名詞就是「NFT」、「元宇宙」， 24日在台南遠東香格里拉酒店舉辦為期兩天的台南

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賴清德副總統親自出席典禮，並感謝南部3所大學校長共同與會，並期盼能善用科技

讓城市進步，成為世界的台南，並加值地方特產，打造次世代的經濟奇蹟。

賴清德副總統表示，台南的半導體與光電產業廊帶，吸引許多國際知名廠商到台南設廠，包含台積電不斷在新

市科學園區加碼，國際級的協力廠商到台南，都讓今天的產業博覽會顯得特別有意義，「過去一府二⿅三艋

舺，如今，台南是台灣的台南，未來盼能讓台南成為世界的台南」，南臺灣要扛起責任，由頂尖的學校與廠商

共同攜手，培育更多優秀新生代，讓台南躍上全球的新舞台。

讚 6

https://money.udn.com/
https://money.udn.com/money/cate/5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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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表示，工業4.0最重要的就是區塊鏈，他在台南市長任內，不斷推動科技新城、文化首都這個目標，後

來到了行政院也推出五大國家發展目標，加上綠能與智慧國家等概念，無論是市長還是院長，「一直認為科技

對台灣非常重要，善用科技讓城市進步，讓國家發展，這是台灣在國際上競爭必備的元素」，如今世界各個角

落，都感受到智慧新世代的來臨。

賴清德說，期許年輕人能積極投入新創產業，打造次世代的經濟奇蹟，並將區塊鏈應用於地方創生，他進一步

解釋，台南市長任內，遇到白河蓮子被越南進口的蓮子魚目混珠這件事，未來如果能應用區塊鏈，建立生產履

歷，就能間接保障地方產業，像是確認芒果、菱角等作物與虱目魚、石斑魚等農漁作物的品質等，盼能與青年

創業家共同完成這個目標。

24日在台南遠東香格里拉酒店舉辦為期兩天的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 成大/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2/06/24/2/17793552.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2022/6/27 下午1:27 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 打造次世代的經濟奇蹟 | 熱⾨亮點 | 商情 | 經濟⽇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6413421?from=edn_search_result 3/5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2018年一群對區塊鏈有興趣的成大學生，創立成大區塊鏈研究社，以區塊鏈的市場端

及研究端作為社團的營運重點，即便在龐大的學分壓力之下，保持與國際接軌的習慣，「我們也跟著他們一起

學習，沒有忘記對社會創新的使命」，不僅創立第一個通過教育部驗證的「教育部數位學位證書系統建置」系

統，也啟動數位貨幣的研究。

蘇慧貞表示，成大作為台灣頂尖研究型大學，持續與在地與國際合作，從過去、現在到未來下個世代，不論是

台灣重點產業的轉型與創新，從智慧半導體、永續製造等到全球新興的數位科技浪潮，包含去中心化的NFT、

元宇宙、或是CBDC 央行數位貨幣、企業級區塊鏈技術與應用都沒有缺席，也很高興與「台灣區塊鏈大學聯

盟」合作，共同推動「數位化氣候行動」的落地試驗，期許將區塊鏈帶來的新興理念，轉化為實質的數位化科

技解決方案，支持產業在碳盤查工作中的資料透明性與流通性問題。

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左）出席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表示成大不會缺席。 成大/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2/06/24/2/17793557.jpe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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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的來臨是不可逆的趨勢」，台灣區塊鏈大聯盟總陳美伶召集人說，過去兩年多不少產業受到疫情影

響，但意外的以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的產業，卻蓬勃的發展，尤其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已經在元宇宙中尋求未

來，希望能藉由在南部舉辦的大型論壇與博覽會、招募更多人才，從南部翻轉台灣。

賴清德副總統（中）與參與博覽會的成大學生合影。 成大/提供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2/06/24/2/17793583.jpe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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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　加值地⽅特產打造次世代經濟奇蹟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2-06-24 19:25

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在台南遠東香格⾥拉酒店舉辦，6⽉24⽇賴清德副總統出席典禮時，感謝成功⼤

學蘇慧貞校⻑、⻑榮⼤學李泳龍校⻑、中信⾦融管理學院施光訓校⻑共同出席，未來盼能善⽤科技讓城市進

步，成為世界的台南，並加值地⽅特產，打造次世代的經濟奇蹟。

賴清德副總統致詞時表⽰，台南的半導體與光電產業廊帶，吸引許多國際知名廠商到台南設廠，過去幾年來

⼤家也都很努⼒，包含台積電不斷在新市科學園區加碼，國際級的協⼒廠商到台南，都讓今天的產業博覽會

顯得特別有意義，「過去⼀府⼆鹿三艋舺，如今，台南是台灣的台南，未來盼能讓台南成為世界的台南，南

臺灣要扛起責任，由頂尖的學校與廠商共同攜⼿，培育更多優秀新⽣代，讓台南躍上全球的新舞台。

賴清德期許年輕⼈能積極投入新創產業，打造次世代的經濟奇蹟，並將區塊鏈應⽤於地⽅創⽣，他進⼀步解

釋，台南市⻑任內，遇到⽩河蓮⼦被越南進⼝的蓮⼦⿂⽬混珠這件事，未來如果能應⽤區塊鏈，建立⽣產履

歷，就能間接保障地⽅產業，像是確認芒果、菱⾓等作物與虱⽬⿂、⽯斑⿂等農漁作物的品質等，盼能與青

年創業家共同完成這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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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蘇慧貞校⻑致詞時表⽰，成⼤作為台灣頂尖研究型⼤學，持續與在地與國際合作，從過去、現在到未來

下個世代，不論是台灣重點產業的轉型與創新，從智慧半導體、永續製造等到全球新興的數位科技浪潮，包

含去中⼼化的NFT、元宇宙、或是CBDC 央⾏數位貨幣、企業級區塊鏈技術與應⽤都沒有缺席，也很⾼興與

「台灣區塊鏈⼤學聯盟」合作，共同推動「數位化氣候⾏動」的落地試驗，期許將區塊鏈帶來的新興理念，

轉化為實質的數位化科技解決⽅案，⽀持產業在碳盤查⼯作中的資料透明性與流通性問題。

中華⺠國全國商業總會理事⻑許舒博表⽰，後疫情時期產⽣新的產業，就需要新的交易模式，協助提昇產業

升級、發展，藉由各位⼤⼒⽀持，2018年成立了區塊鏈研究所，希望能提升各項產業升級，這次會議的結

論可以⽤在各種商業模式上⾯。

「數位時代的來臨是不可逆的趨勢」，台灣區塊鏈⼤聯盟總陳美伶召集⼈說，過去兩年多不少產業受到疫情

影響，但意外的以區塊鏈作為核⼼技術的產業，卻蓬勃的發展，尤其是30歲以下的年輕⼈已經在元宇宙中

尋求未來，希望能藉由在南部舉辦的⼤型論壇與博覽會、招募更多⼈才，從南部翻轉台灣，台灣在2017年

⼤學都還沒有相關的課程，但現在已經有300多個相關的課程，感謝3所⼤學的校⻑成為重要的推⼿，為台

灣年輕世代注入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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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　賴清德：打造次
世代的經濟奇蹟

▲為期兩天的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賴清德副總統盼能善用科技讓城市進步，成為世界

的台南，並加值地方特產，打造次世代的經濟奇蹟。（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2022上半年最夯的熱搜名詞就是「NFT」、「元宇宙」，24日在台南遠東香格里

拉酒店舉辦為期兩天的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賴清德副總統出席典禮時，

感謝3所大學校長共同出席，未來盼能善用科技讓城市進步，成為世界的台南，並

加值地方特產，打造次世代的經濟奇蹟。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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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副總統、台灣區塊鏈大聯盟總陳美伶召集人、台南市趙卿惠副市長，24與

國立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長榮大學李泳龍校長、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施光訓校

長，出席由台南市政府、全國商業總會擔任指導單位，台灣區塊鏈大聯盟、

KNOWING新聞、幣特財經、鍶科技共同主辦，成功大學協辦的台南區塊鏈產業

國際博覽會。

「點亮南台灣的雄心壯志」，賴清德副總統表示，台南的半導體與光電產業廊

帶，吸引許多國際知名廠商到台南設廠，過去幾年來大家也都很努力，包含台積

電不斷在新市科學園區加碼，國際級的協力廠商到台南，都讓今天的產業博覽會

顯得特別有意義，「過去一府二鹿三艋舺，如今，台南是台灣的台南，未來盼能

讓台南成為世界的台南」，南台灣要扛起責任，由頂尖的學校與廠商共同攜手，

培育更多優秀新生代，讓台南躍上全球的新舞台，

賴清德表示，工業4.0最重要的就是區塊鏈，他在台南市長任內不斷推動科技新

城、文化首都這個目標，後來到了行政院也推出五大國家發展目標，加上綠能與

智慧國家等概念，無論是市長還是院長，「一直認為科技對台灣非常重要，善用

科技讓城市進步，讓國家發展，這是台灣在國際上競爭必備的元素」，如今世界

各個角落，都感受到智慧新世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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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說，期許年輕人能積極投入新創產業，打造次世代的經濟奇蹟，並將區塊

鏈應用於地方創生，他進一步解釋，台南市長任內，遇到白河蓮子被越南進口的

蓮子魚目混珠這件事，未來如果能應用區塊鏈，建立生產履歷，就能間接保障地

方產業，像是確認芒果、菱角等作物與虱目魚、石斑魚等農漁作物的品質等，盼

能與青年創業家共同完成這個目標。

「成大在區塊鏈產業的發展也從不缺席」，成大蘇慧貞校長表示，2018年一群對

區塊鏈有興趣的成大學生，創立成大區塊鏈研究社，以區塊鏈的市場端及研究端

作為社團的營運重點，即便在龐大的學分壓力之下，保持與國際接軌的習慣，

「我們也跟著他們一起學習，沒有忘記對社會創新的使命」，不僅創立第一個通

過教育部驗證的「教育部數位學位證書系統建置」系統，也啟動數位貨幣的研

究。

蘇慧貞表示，成大作為台灣頂尖研究型大學，持續與在地與國際合作，從過去、

現在到未來下個世代，不論是台灣重點產業的轉型與創新，從智慧半導體、永續

製造等到全球新興的數位科技浪潮，包含去中心化的NFT、元宇宙、或是CBDC

央行數位貨幣、企業級區塊鏈技術與應用都沒有缺席，也很高興與「台灣區塊鏈

大學聯盟」合作，共同推動「數位化氣候行動」的落地試驗，期許將區塊鏈帶來

的新興理念，轉化為實質的數位化科技解決方案，支持產業在碳盤查工作中的資

料透明性與流通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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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許舒博表示，後疫情時期產生新的產業，就需要新

的交易模式，協助提昇產業升級、發展，藉由各位大力支持，2018年成立了區塊

鏈研究所，希望能提升各項產業升級，這次會議的結論可以用在各種商業模式上

面。

「數位時代的來臨是不可逆的趨勢」，台灣區塊鏈大聯盟總陳美伶召集人說，過

去兩年多不少產業受到疫情影響，但意外的以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的產業，卻蓬

勃的發展，尤其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已經在元宇宙中尋求未來，希望能藉由在南

部舉辦的大型論壇與博覽會、招募更多人才，從南部翻轉台灣，台灣在2017年大

學都還沒有相關的課程，但現在已經有300多個相關的課程，感謝3所大學的校長

成為重要的推手，為台灣年輕世代注入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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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成功⼤學
資訊⼯程系教授暨分散式帳本實驗室負責
⼈莊坤達：成⼤欲打造國家數位證明流通
基礎設施，落實⼤學數位治理的基礎
何渝婷
2022-06-26 18:00

「從數位畢業證書系統開始，再到數位文件的流通，希望未來可以落實⼤學數位治理的基礎。」成功⼤
學資訊⼯程系教授暨分散式帳本實驗室負責⼈莊坤達，在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中表⽰。

莊坤達根據⾃⾝經驗，歸納出通⽤型數位證明的五⼤設計原則，分別為數位包容、數位參與、數位韌
性、數位信任、數位治理，並藉此落實數位治理的包容性、公平性、透明性及可課責性。

1.數位包容：藉由減少數位落差、降低數位證明發⾏的成本，並提升單位⾃主性，減少商業服務所帶來
的限制，來創造⼈⼈公平、可使⽤的數位機會。

2.數位參與：包括打造初期發證系統、提升數位應⽤⼯具，以及提供開源數位⼯具，逐步協助數位轉
型。

3.數位韌性：由於考量到運作上的業務中斷風險，所以必須做出涵蓋資安評估、應變計畫、稽核、通報
與演練程序等要點，藉此做到分散式數位應變⼒，進⽽化解突發天災⼈禍事件。

4.數位信任：通⽤型數位證明需具備積極主動的網際安全措施，透過技術透明來建立完善資料保護機
制、降低各資管理相關風險，鞏固數位轉型優勢。

5.數位治理：建立以資料為核⼼、需求導向的智慧政府 ，並整合數位證明服務、開放資料透明公開，將
加值服務極⼤化。

成功⼤學響應教育部辦理「全台⼤專院校數位證書建置試辦計畫」，並發⾏「全校數位學位證書」，由
莊坤達和數學系副教授舒宇領軍，為教育部研發建置數位發證系統。

莊坤達指出，⼤專院校數位畢業證書平台有三⼤痛點，分別是學校⾃建AATL證書發放平台的成本負擔
⾼，也難以普發；各校資安強度不⼀，⾃建平台難以確認發放品質；多校⾯對退場考驗，⾃建平台所發
放的證明，容易有孤兒服務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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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成功⼤學打造的⼤專院校數位畢業證書平台，除了以所有學⽣免費普發為原則，實現了數位包容、
數位參與等⽬標，並以紙本證書的數位複本概念，由成⼤稽核確認紙本/數位⼀致性 ，實現數位品質之
確認機制。

另外，由教育部背書數位證書價值，達成了數位韌性的⽬標，並建立起數位信任的流程。成⼤在未來與
產業界合作，協助各校進⾏畢業學⽣⻑久職能追蹤 (Institutional Research)，更實現校務上的數位治理
深度。

有了數位證書的成功案例，成⼤欲打造國家級數位證明平台「國家數位證明流通基礎設施」， 逐步擴⼤
數位證明資料與服務介接範圍，希望未來能使數位文件更加流通，進⽽落實於⼤學數位治理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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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在台南遠東香格⾥拉酒店舉辦為期兩天的台
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

點亮南台灣的雄⼼壯志 賴清德：區塊鏈加值地⽅特產、打造
次世代的經濟奇蹟

／

2022/6/25

　【記者孫紹逸／南市報導】2022上

半年最夯的熱搜名詞就是「NFT」、

「元宇宙」， 6⽉24⽇在台南遠東香

格⾥拉酒店舉辦為期兩天的台南區塊

鏈產業國際博覽會，賴清德副總統出

席典禮時，感謝3所⼤學校⻑共同出

席，未來盼能善⽤科技讓城市進步，

成為世界的台南，並加值地⽅特產，

打造次世代的經濟奇蹟。
 

　賴清德副總統、台灣區塊鏈⼤聯盟總陳美伶召集⼈、台南市趙卿惠副市⻑，今

（24）與國立成功⼤學蘇慧貞校⻑、⻑榮⼤學李泳龍校⻑、中信⾦融管理學院施光

訓校⻑，出席由台南市政府、全國商業總會擔任指導單位，台灣區塊鏈⼤聯盟、

KNOWING新聞、幣特財經、鍶科技共同主辦，成功⼤學協辦的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

博覽會。
 

　「點亮南台灣的雄⼼壯志」，賴清德副總統致詞時表⽰，台南的半導體與光電產

業廊帶，吸引許多國際知名廠商到台南設廠，過去幾年來⼤家也都很努⼒，包含台

積電不斷在新市科學園區加碼，國際級的協⼒廠商到台南，都讓今天的產業博覽會

顯得特別有意義，「過去⼀府⼆鹿三艋舺，如今，台南是台灣的台南，未來盼能讓

台南成為世界的台南」，南臺灣要扛起責任，由頂尖的學校與廠商共同攜⼿，培育

更多優秀新⽣代，讓台南躍上全球的新舞台。
 

　賴清德表⽰，⼯業4.0最重要的就是區塊鏈，他在台南市⻑任內不斷推動科技新

城、文化⾸都這個⽬標，後來到了⾏政院也推出五⼤國家發展⽬標，加上綠能與智

慧國家等概念，無論是市⻑還是院⻑，「⼀直認為科技對台灣非常重要，善⽤科技

讓城市進步，讓國家發展，這是台灣在國際上競爭必備的元素」，如今世界各個⾓

落，都感受到智慧新世代的來臨。
 

　賴清德說，期許年輕⼈能積極投入新創產業，打造次世代的經濟奇蹟，並將區塊

鏈應⽤於地⽅創⽣，他進⼀步解釋，台南市⻑任內，遇到⽩河蓮⼦被越南進⼝的蓮

⼦⿂⽬混珠這件事，未來如果能應⽤區塊鏈，建立⽣產履歷，就能間接保障地⽅產

業，像是確認芒果、菱⾓等作物與虱⽬⿂、⽯斑⿂等農漁作物的品質等，盼能與青

年創業家共同完成這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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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副總統⼤⼒⽀持！成功⼤學攜⼿台
灣區塊鏈⼤學聯盟，推動台灣區塊鏈數位
化氣候⾏動計畫
何渝婷
2022-06-25 08:00

2022年最熱⾨的關鍵字就是「全球氣候⾏動」、「產業ESG議題」，各國政府除了不段提出各項政策規
範，也將開始新⼀輪的數位化軍備競賽，⽽區塊鏈技術已經被國際社會認可為氣候⾏動成功的重點要素
之⼀。

成功⼤學作為台灣頂尖研究型⼤學，從不缺席台灣產業的永續轉型與全球新興的數位科技浪潮，攜⼿台
灣區塊鏈⼤學聯盟於6⽉24⽇台南遠東香格⾥拉酒店舉辦的台南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中共同啟動「數
位化氣候⾏動⼯作⼩組」。

賴清德副總統出席博覽會開幕致詞，同時特別到場⾒證並表達⼤⼒⽀持成功⼤學與台灣區塊鏈⼤學聯盟
共同推動的數位化氣候⾏動計畫，並表⽰「區塊鏈技術」、「數位化科技」是國際上氣候⾏動的重要⼀
環，台灣除了必須跟上這⼀波浪潮，也期許成果可以為產業帶來實質貢獻並推動⾄國際社會，再次⼤聲
宣佈「Taiwan can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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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學蘇慧貞校⻑於博覽會致詞時表⽰，成⼤從過去到未來皆持續與本⼟、國際合作，除了⼤⼒參與
台灣重點產業的永續轉型⼯作，在NFT、元宇宙、CBDC 央⾏數位貨幣、企業級區塊鏈技術與應⽤也都
沒有缺席，很⾼興本次與台灣區塊鏈⼤學聯盟合作，共同推動「數位化氣候⾏動⼯作⼩組」的落地試驗
計畫，期許將區塊鏈帶來的新興理念，轉化為實質的數位化科技解決⽅案，⽀持產業在碳盤查⼯作中的
資料透明性與流通性問題。

台灣區塊鏈⼤聯盟總陳美伶總召集⼈說，聯合國、世界銀⾏、世界經濟論壇等多個國際機構皆已指出區
塊鏈於氣候⾏動中各項場域的應⽤價值，透過分散式治理機制、資料流通性等特點解決供應鏈碳排放資
料追蹤的困境，或是透過資產流動性來整合國際碳權市場。很樂⾒成功⼤學與台灣區塊鏈⼤學聯盟達成
本次的合作，台灣區塊鏈⼤聯盟也將持續扮演台灣區塊鏈產業的整合⾓⾊，推動更多元的技術與應⽤發
展。

台灣區塊鏈⼤學聯盟在過去兩年，⻑期投⾝於企業級區塊鏈技術的發展與應⽤落地⼯作，其中⼀個重點
主題就是氣候⾏動議題。台灣區塊鏈⼤學聯盟企業級區塊鏈負責⼈李育賢表⽰，⼤學聯盟⻑期參與國際
數位化氣候⾏動社群，並於今年正式加入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秘書處推動的區塊鏈⼯作組
織「氣候鏈聯盟Climate Chain Coalition」，很⾼興這次與成功⼤學合作推動⼯作⼩組，期許結合成功
⼤學堅實的研發與創新能量，共同將國際最新的解決⽅案與應⽤模式帶進台灣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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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博覽會 賴清德：點亮南台灣雄⼼
壯志

副總統賴清德參加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記者王捷攝）

2022/06/25 05:30

〔記者王捷／台南報導〕區塊鏈產業國際博覽會⾸次在台南舉

⾏，台南有成功⼤學、中信⾦融管理學院與⻑榮⼤學參加，要

討論在無國界的區塊鏈下，南部的年輕⼈是否有機會賺到全世

界的錢，副總統賴清德 昨到場⿎勵，他說，南台灣要扛起責
任，這場博覽會無疑是點亮南台灣雄⼼壯志。

賴清德說，產業博覽會在南台灣是第⼀次，非常有意義，對於

區塊鏈發展南台灣要扛起責任，南科園區、國際協⼒廠商都來

了，過去⼀府⼆鹿三艋舺，台南是台灣的台南，未來是世界的

台南，⽽未來進入⼯業四．○最重要的就是區塊鏈。

賴清德說，科技是台灣很重要的資產，國家發展、在國際才有

競爭⼒，年輕⼈要積極投入新創⼯作，過去台灣的前輩提著⼿

提箱到世界去拉訂單，創造第⼀次台灣經濟奇蹟，現在的年輕

⼈投入新創市場，要運⽤科技打造第⼆次經濟奇蹟。

賴清德說，新創⼯作還要能解決地⽅問題，他舉例⽩河蓮⼦是

當地農產，但之前被低價進⼝蓮⼦打壓市場，如⽤區塊鏈與⽣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6/25/10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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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履歷連結那麼就可以保護台灣的產品，包括⽟井芒果、阿⾥

⼭茶葉都應該要往這⽅向⾛，甚⾄虱⽬⿂、⽯斑⿂也可以。另

外，⾼雄有⼀百五⼗條航線，如果能妥善運⽤區塊鏈，也能省

去⾏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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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考招⼤缺額 私校剉著等

2022-06-27 00:14  聯合報 記者趙宥寧／台北報導

⼤學個⼈申請缺額增加 圖／聯合報提供

今年⼤學個⼈申請分發缺額較去年⼤增四○⼆九個，名額將回流到考試分發。但考試分發參採的分科測驗（過去

的指考）在少⼦化、新課綱、考招新制等衝擊下，僅⼆點九萬⼈報考，歷史新低，以致既有考試分發名額加上各

管道回流名額，估破三點五萬個，招⽣名額比考⽣還多，被形容是「⼤缺額時代」，且教育部被指是「始作俑

者」。

在疫情外加名額及學測報考⼈數下滑影響，今年個申缺額達⼀萬⼆九四個，連台⼤、成⼤等頂⼤缺額均破百；老

字號私校像文化⼤學缺額八三八個，有私校個申招⽣名額使⽤率更低於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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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化下明明沒這麼多⽣源，為何仍要開這麼多招⽣名額？有教育⼈⼠說，關鍵在教育部讓私校寄存名額以拖待

變，寄存名額可美化註冊率，在私校不積極⾃我減招，教育部對招⽣名額⼜消極管控下，致招⽣缺額浮濫。

全國私校⼯會理事⻑尤榮輝說，政府將公共資源⼤量挹注公校，公校學費也只有私校⼀半，以致升學選校⼀直都

是「先公後私」，在此選校邏輯下，教育部⼜坐視缺額浮濫，只會加速後段私校及技職校院退場。⼀位私立⼤學

⾏政主管說，教育部未積極因應學⽣規模同步公私校減招，提⾼⽣師比，⼜不肯放寬學費調幅，形同讓私校慢性

等死。

⼤學問網站執⾏⻑魏佳卉說，在公私立⼤學未同步減招，且不斷替頂⼤外加資通訊名額下，若不再做科系盤點，

合理分配招⽣量能，非都會區的私立⼤學恐岌岌可危，更直⾔「⼤缺額時代的始作俑者就是教育部」。

教育部說，公私立⼤專校院⼀體適⽤招⽣總量標準，如公校學⼠班連兩年註冊率未達八成、私校連兩年註冊率未

達七成，將扣減其招⽣名額⾄前⼀學年的五⾄九成。但⽬前公私立招⽣名額比率仍有差距，不宜同步減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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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存僅3.6天 台南⼤型醫院聯合呼籲捐⾎
2022-06-25

成⼤醫院全體幹部共同呼籲⼤家⼀起出來捐⾎。（台南捐⾎中⼼提供）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台南捐⾎中⼼說，南部地區包括7個縣市⾎液庫存總量，24⽇僅剩3.6天，請⼤家踴躍捐⾎解⾎荒。包括成⼤、

奇美等多家⼤型醫院也聯合呼籲出來捐⾎，只要⾝體健康，⼀週內無感冒、吃藥、打針等不適症狀，都可以捐。

台南捐⾎中⼼指出，5⽉以來南部地區（嘉南⾼屏澎東）受到疫情升溫影響，各級學校陸續實施遠距教學，公

司、⼯廠員⼯分流分艙管制措施，及部分捐⾎團體單位內部陸續傳出確診個案影響下，許多定期性的捐⾎活動都

取消，⽽且⺠眾出⾨捐⾎意願也明顯降低，造成南部地區⾎液庫存量直線下滑。

南部地區每天約需2千袋醫療⽤⾎，4⽉下旬起受到疫情影響，捐⾎量持續下滑，捐⾎⼈僅剩往常3-4成左右，⾄

昨天早上庫存僅餘3.6天，捐⾎中⼼對於醫院⾎液申請訂單減量供應，造成醫療⽤⾎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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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液庫存剩5天 醫籲挽袖捐⾎

南部地區⾎液庫存量剩5天，成⼤醫院醫護團隊籲請⼤眾挽袖捐
⾎。（成⼤醫院提供）

2022/06/27 05:30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五⽉以來南部地區受到疫情影響，

許多定期性捐⾎活動都取消，⺠眾出⾨捐⾎意願降低，南部地

區⾎液庫存量下滑，⾄昨天庫存量剩五天，籲請⺠眾踴躍挽袖

捐⾎。

台南與⾼雄捐⾎中⼼表⽰，嘉南⾼屏澎東地區每天約需⼆千袋

醫療⽤⾎，今年從四⽉下旬起受到疫情影響，每天捐⾎量持續

下滑，捐⾎⼈數僅有往常的三、四成左右，⾄六⽉⼆⼗六⽇⾎

液庫存僅剩五天，捐⾎中⼼對於醫院⾎液申請訂單採取減量供

應，對醫療⽤⾎使⽤有頗⼤衝擊。

對於⽬前缺⾎現況及造成第⼀線醫療⽤⾎短缺影響，南部地區

各⼤醫院院⻑紛紛表⽰憂⼼，緊急聯合呼籲社會⼤眾與院內醫

護⼈員，只要⾝體健康，⼀週內沒有感冒、吃藥、打針等不適

症狀，儘快到捐⾎中⼼挽袖捐⾎，以緩解近期缺⾎的危機；武

漢肺炎患者痊癒後暫緩⼗四天，之後就能繼續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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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好⼈好事運動協會理事⻑楊政達與其妻⼦楊王姝文結合多

個單位，將於七⽉三⽇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在台南市北區台

南公園捐⾎站（台南轉運站對⾯）舉辦愛⼼捐⾎活動，請社會

⼤眾踴躍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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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血荒 各大醫院疾呼挽袖 7/3台南
公園獻愛心
2022/06/26 11:23

成⼤醫院院⻑沈孟儒（前左三）與多位主管、醫護同仁

團隊籲請⼤眾挽袖捐⾎。（成⼤醫院提供）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從今年5⽉以來南部地區受到疫

情升溫影響，各級學校相繼實施遠距視訊教學，公司、⼯

廠員⼯分流分艙管制措施與部分捐⾎團體單位內部陸續傳

出確診個案情況，許多定期性捐⾎活動都取消、⺠眾出⾨

捐⾎意願降低，南部地區⾎液庫存量下滑，到6⽉26⽇庫存

剩5天，籲請⺠眾踴躍出⾨挽袖、慨捐熱⾎。

台南與⾼雄捐⾎中⼼表⽰，台灣南部（嘉南⾼屏澎東）地

區每天約需2000袋醫療⽤⾎，今年從4⽉下旬起受到疫情

影響，每天捐⾎量持續下滑，捐⾎⼈潮僅剩往常的3~4成

左右，到6⽉26⽇上午⾎液庫存僅餘5天，捐⾎中⼼對於醫

院⾎液申請訂單已採取減量供應措施，造成醫療⽤⾎使⽤

有頗⼤衝擊！

對於⽬前缺⾎現況及造成第⼀線醫療⽤⾎短缺的影響，南

部地區各⼤醫院院⻑紛紛表⽰憂⼼，特別緊急聯合呼籲社

會⼤眾與院內醫護⼈員，只要⾝體健康，1週內沒有感冒、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2/06/26/3972449_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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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藥、打針等不適症狀，可儘快到捐⾎中⼼挽袖捐⾎，以

緩 解 近 期 缺 ⾎ 的 危 機 ； 武 漢 肺 炎 （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病 ，

COVID-19）患者在有症狀痊癒後暫緩14天，之後就能繼

續捐⾎。

罹患武漢肺炎患者與接觸者、國外入境者的捐⾎時間有

關規定。（台南捐⾎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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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醫院主管與醫護同仁團隊籲請⼤眾挽袖捐

⾎。（奇美醫院提供）

台南市好⼈好事運動協會理事⻑楊政達與其妻⼦楊王姝

文，此次結合堆⾼營造公司、南市惜福慈善協會、市議員

曾信凱、市議員參選⼈曾之婕等多個單位，將於7⽉3⽇上

午9點到下午5點，在南市北區台南公園捐⾎站（台南轉運

站對⾯）舉⾏愛⼼捐⾎活動。

楊政達表⽰，因為時值疫期⾎荒，急需各界善⼼⼈⼠出⾯

為社會盡份⼼⼒，你的1袋⾎可以救⼈1命。回饋禮很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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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捐⾎250c.c.可獲贈全聯禮卷100元與1袋關廟麵；捐

500c.c.者禮品雙倍送；前400名捐⾎者加贈百齡賜健康

餅。

堆⾼營造公司與南市好⼈好事運動協會等多個團體、企

業，將於7⽉3⽇在台南公園捐⾎站舉⾏愛⼼捐⾎活動。

（楊政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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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嘉祥／台南報導】 2022/06/25

南部地區醫療用血吃緊 臺南高雄各
大醫院院長聯合呼籲民眾捐血

▲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及副院長李經維、林志勝、柯文謙等聯合
呼籲民眾踴躍挽袖捐血，期能挹注血庫。（記者李嘉祥攝）

受疫情升溫影響，南部地區各級學校⾃5⽉以來陸續實施遠距教

學，加上公司、⼯廠員⼯分流分艙管制措施及部分捐⾎團體單位

內部陸續傳出確診個案，許多定期性的捐⾎活動都取消辦理，⽽

且⺠眾出⾨捐⾎意願也明顯降低，造成南部地區⾎液庫存量直線

下滑，對於醫療⽤⾎的使⽤也造成相當⼤的衝擊，包括成⼤醫院

院⻑沈孟儒、奇美醫院⾸席醫療副院⻑林宏榮等南部地區各⼤醫

院院⻑聯合呼籲⺠眾挽袖捐⾎，期能挹注⾎庫。

台南、⾼雄捐⾎中⼼表⽰，嘉南⾼屏澎東等南部地區每天約需

2000袋的醫療⽤⾎，從4⽉下旬起受到疫情影響，每天的捐⾎量持

續下滑，捐⾎⼈潮僅剩往常的3⾄4成左右，⾄6⽉24⽇早上的庫存

僅餘3.6天，捐⾎中⼼對於醫院⾎液申請訂單已採取減量供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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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對醫療⽤⾎使⽤造成相當⼤的衝擊。

南部地區各⼤醫院對⾎庫缺⾎造成第⼀線醫療⽤⾎短缺，⼤林慈

濟醫院副院⻑陳⾦城、成⼤醫院院⻑沈孟儒、奇美醫院⾸席醫療

副院⻑林宏榮、嘉義基督教院⻑姚維仁、義⼤醫院院⻑杜元坤、

⾼雄榮⺠總醫院院⻑林曜祥、⾼雄⻑庚醫院院⻑王植熙、⾼雄醫

學⼤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院⻑鍾飲文等各醫院院⻑紛紛緊急呼籲

社會⼤眾及院內醫護⼈員，只要⾝體健康，⼀週內沒有感冒、吃

藥、打針等不適症狀，可以儘快前往捐⾎中⼼挽袖捐⾎，以緩解

近期缺⾎的危機。

南部地區相關捐⾎活動訊息，嘉義、台南地區可上台南捐⾎中⼼

粉絲團；⾼屏澎東地區可上⾼雄捐⾎中⼼粉絲團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