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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院腎臟病衛教護理師團隊。

成⼤醫院「世界腎臟⽇」⾛入社區，宣導重視腎臟健康
／

2023/3/10

　【記者孫紹逸／南市報導】每年3⽉

第⼆個星期四是「世界腎臟⽇（World

Kidney Day）」，成⼤醫院於3⽉9⽇

世界腎臟⽇在⾨診⼤樓2樓⾨診區舉辦

腎臟病衛教講座，主題是：「全⺠腎

康」，並將接連3週於⽩河、北區、左

鎮及佳⾥深入社區健康衛教，藉著提

⾼健康識能，填補⼤眾對慢性腎臟病

的認識，希望喚起⼤眾重視腎臟健康的重要性。

　成⼤醫院3⽉9⽇⾸場衛教宣導活動，由郭育甄衛教護理師以《腎臟保健---為愛護

腎.就從謹腎開始》為題，強調慢性腎臟病早期發現及早期預防的觀念與重要性，呼

籲⺠眾重視預防保健。她指出，慢性腎臟病初期並無明顯症狀，所以不易發現；但

當發⽣病變影響到腎臟功能且持續惡化，會演變成尿毒症，造成病⼈及家庭⽣活品

質的負擔。因此，⼀定要了解愛腎護腎的保健，以提⾼⾃我照護能⼒及⽣活品質，

達成預防勝於治療的⽬標。

　另外，配合「世界腎臟⽇（World Kidney Day）」所進⾏的⼀系列「健康護腎」

宣導活動及衛教講座，還包括：

（1）3⽉10⽇參與⾏動醫院衛教服務，由腎臟科吳政哲醫師、營養部吳紅蓮營養

師、姜昇如衛教護理師，在⽩河衛⽣所提供腎臟衛教諮詢及相關服務。

　（2）3⽉24⽇於北區⽟⼭原鄉全⼈關懷協會，由郭育甄衛教護理師講述《腎臟保

健--您腎利了嗎？》課程，並提供有趣衛教互動，提升⺠眾參與⾃我腎臟保健相關知

能。

　（3）3⽉25⽇，由腎臟科李佳駿醫師、營養部吳紅蓮營養師、郭育甄衛教護理

師，於左鎮衛⽣所提供腎臟保健衛教諮詢及健康服務，從醫療端各項腎功能抽⾎指

數警⽰提醒，營養師再以實際食物模組講述飲食注意事項，最後由護理師加強⽣活

居家及住院之衛教，加深⺠眾對於腎臟功能保健及腎臟病認識和預防的觀念。

　（4）3⽉30⽇，由腎臟科陳美弘、劉秀鳳及楊琬如衛教護理師在佳⾥衛⽣所提供

⺠眾各項腎臟衛教諮詢及活動，現場藉由醫療檢驗報告之各項腎臟指數解說，提供

⺠眾了解腎臟疾病抽⾎及追蹤之重要性，並透過帶領健康適能及活動，宣導⺠眾維

持健康⽣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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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腎臟⽇⾛入社區 成醫3⽉辦4場衛教講座宣導腎健康
2023-03-09

成醫舉辦「世界腎臟⽇」社區系列講座，要喚起全⺠重視腎健康，⾸場在成醫展開。（成醫提供）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成⼤醫院九⽇配合世界腎臟⽇舉辦腎臟病衛教講座「全⺠腎康」，並將接連三週於⽩河、北區、左鎮及佳⾥深入社區健康衛教，藉著提⾼健康識能對助對慢性腎

臟病的認識，並喚起⼤眾重視腎臟健康的重要性。

成⼤醫說，每年三⽉第⼆個週四是「世界腎臟⽇」，⾸場衛教活動在成醫上場，由衛教護理師郭育甄以「腎臟保健為愛護腎，就從謹腎開始」為題，強調慢性腎

臟病早期發現及早期預防的重要性。她說，慢性腎臟病初期並無明顯症狀，不易發現；當發⽣病變影響到腎臟功能且持續惡化，會演變成尿毒症，造成病⼈及家

庭負擔，了解愛腎護腎，提⾼⾃我照護能⼒及⽣活品質，預防勝於治療。

另外，「健康護腎」系列活動及衛教講座，還包括：⼗⽇在⽩河衛⽣所由腎臟科醫師、營養師、衛教護理師，提供腎臟衛教諮詢服務。廿四⽇在北區⽟⼭原鄉全

⼈關懷協會，有腎臟保健課程，並提供有趣衛教互動。廿五⽇左鎮衛⽣所，由腎臟科醫師、營養師、衛教護理師，提供腎臟保健衛教諮詢及健康服務。卅⽇在佳

⾥衛⽣所，由多位腎臟科衛教護理師提供諮詢，現場藉由醫療檢驗報告各項腎臟指數解說，提供⺠眾了解腎臟疾病抽⾎及追蹤之重要性，並帶領健康適能及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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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成⼤醫院「世界腎臟⽇」⾛入社區 宣導重視腎臟健康
Posted By: TainanTalk  三⽉ 10, 2023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每年3⽉第⼆個星期四是「世界腎臟⽇(World Kidney Day)」，成⼤醫院於3⽉9⽇世界腎臟⽇在⾨診⼤樓2樓⾨診區舉辦腎臟
病衛教講座，主題是：「全⺠腎康」，並將接連3週於⽩河、北區、左鎮及佳⾥深入社區健康衛教，藉著提⾼健康識能，填補⼤眾對慢性腎臟病的認
識，希望喚起⼤眾重視腎臟健康的重要性。

（圖說）郭育甄衛教護理師（右）於腎臟病衛教宣導講座，提醒⺠眾重視腎臟病預防保健。（記者鄭德政攝）
成⼤醫院3⽉9⽇⾸場衛教宣導活動，由郭育甄衛教護理師以《腎臟保健-為愛護腎，就從謹腎開始》為題，強調慢性腎臟病早期發現及早期預防的觀
念與重要性，呼籲⺠眾重視預防保健。她指出，慢性腎臟病初期並無明顯症狀，所以不易發現；但當發⽣病變影響到腎臟功能且持續惡化，會演變
尿毒症，造成病⼈及家庭⽣活品質的負擔。因此，⼀定要了解愛腎護腎的保健，以提⾼⾃我照護能⼒及⽣活品質，達成預防勝於治療的⽬標。

（圖說）成⼤醫院腎臟病衛教護理師團隊。（記者鄭德政攝）
另外，配合「世界腎臟⽇(World Kidney Day)」所進⾏的⼀系列「健康護腎」宣導活動及衛教講座，還包括：
(1)3⽉10⽇參與⾏動醫院衛教服務，由腎臟科吳政哲醫師、營養部吳紅蓮營養師、姜昇如衛教護理師，在⽩河衛⽣所提供腎臟衛教諮詢及相關服務
(2)3⽉24⽇於北區⽟⼭原鄉全⼈關懷協會，由郭育甄衛教護理師講述《腎臟保健–您腎利了嗎？》課程，並提供有趣衛教互動，提升⺠眾參與⾃我腎
臟保健相關知能。
(3)3⽉25⽇，由腎臟科李佳駿醫師、營養部吳紅蓮營養師、郭育甄衛教護理師，於左鎮衛⽣所提供腎臟保健衛教諮詢及健康服務，從醫療端各項腎功
能抽⾎指數警⽰提醒，營養師再以實際食物模組講述飲食注意事項，最後由護理師加強⽣活居家及住院之衛教，加深⺠眾對於腎臟功能保健及腎臟病
認識和預防的觀念。
(4)3⽉30⽇，由腎臟科陳美弘、劉秀鳳及楊琬如衛教護理師在佳⾥衛⽣所提供⺠眾各項腎臟衛教諮詢及活動，現場藉由醫療檢驗報告之各項腎臟指數
解說，提供⺠眾了解腎臟疾病抽⾎及追蹤之重要性，並透過帶領健康適能及活動，宣導⺠眾維持健康⽣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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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腎臟病衛教護理師進⾏個別衛教。（記者鄭德政攝）

分享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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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院「世界腎臟⽇」　前往社區宣導重視腎臟健

康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3-03-09 16:55

每年3⽉第⼆個星期四是「世界腎臟⽇(World Kidney Day)」，成⼤醫院於9⽇世

界腎臟⽇在⾨診⼤樓2樓⾨診區舉辦腎臟病衛教講座，主題是：「全⺠腎康」，並

將接連3週於⽩河、北區、左鎮及佳⾥深入社區健康衛教，藉著提⾼健康識能，填

補⼤眾對慢性腎臟病的認識，希望喚起⼤眾重視腎臟健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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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院3⽉9⽇⾸場衛教宣導活動，由郭育甄衛教護理師以《腎臟保健---為愛護

腎.就從謹腎開始》為題，強調慢性腎臟病早期發現及早期預防的觀念與重要性，

呼籲⺠眾重視預防保健。她指出，慢性腎臟病初期並無明顯症狀，所以不易發

現；但當發⽣病變影響到腎臟功能且持續惡化，會演變成尿毒症，造成病⼈及家

庭⽣活品質的負擔。因此，⼀定要了解愛腎護腎的保健，以提⾼⾃我照護能⼒及

⽣活品質，達成預防勝於治療的⽬標。

配合「世界腎臟⽇(World Kidney Day)」所進⾏的⼀系列「健康護腎」宣導活動

及衛教講座，還包括：(1)3⽉10⽇參與⾏動醫院衛教服務，由腎臟科吳政哲醫

師、營養部吳紅蓮營養師、姜昇如衛教護理師，在⽩河衛⽣所提供腎臟衛教諮詢

及相關服務。

(2)3⽉24⽇於北區⽟⼭原鄉全⼈關懷協會，由郭育甄衛教護理師講述《腎臟保健--

您腎利了嗎？》課程，並提供有趣衛教互動，提升⺠眾參與⾃我腎臟保健相關知

能。

(3)3⽉25⽇，由腎臟科李佳駿醫師、營養部吳紅蓮營養師、郭育甄衛教護理師，

於左鎮衛⽣所提供腎臟保健衛教諮詢及健康服務，從醫療端各項腎功能抽⾎指數

警⽰提醒，營養師再以實際食物模組講述飲食注意事項，最後由護理師加強⽣活

居家及住院之衛教，加深⺠眾對於腎臟功能保健及腎臟病認識和預防的觀念。

(4)3⽉30⽇，由腎臟科陳美弘、劉秀鳳及楊琬如衛教護理師在佳⾥衛⽣所提供⺠

眾各項腎臟衛教諮詢及活動，現場藉由醫療檢驗報告之各項腎臟指數解說，提供

⺠眾了解腎臟疾病抽⾎及追蹤之重要性，並透過帶領健康適能及活動，宣導⺠眾

維持健康⽣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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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消費   臺南市  

「i郵箱」⾏動郵⾞來了！臺南郵局攜⼿成⼤醫學系舉
辦捐⾎活動
  2023 年 3 ⽉ 9 ⽇    焦點時報  「i郵箱」⾏動郵⾞來了！臺南郵局攜⼿成⼤醫學系舉辦捐⾎活動

【焦點時報/記者蔡宗武報導】臺南郵局為善盡企業責任，積極參與捐⾎活動，這是⼀個由臺南郵局與國立成
功⼤學醫學系攜⼿合作的公益活動。捐⾎活動在112年3⽉8⽇⾄10⽇於勝利校區未來館舉辦，這次活動旨在⿎
勵莘莘學⼦踴躍加入捐⾎的⾏列，期望對於舒緩近期⾎荒有所助益。這次的捐⾎活動，不僅僅是臺南郵局為社
會公益事業盡⼀份⼼⼒，同時也是⼀個為學⽣提供健康教育的好機會，希望能夠透過這個活動，讓學⽣更了解

為何捐⾎對於社會有著如此⼤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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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捐⾎活動之外，臺南郵局還向學⽣推出了全台唯⼀的i郵箱⾏動郵⾞，並向學⽣宣傳i郵箱的操作使⽤，⿎
勵⼤家多加利⽤全年無休、24⼩時營業的i郵箱寄取件。使⽤i郵箱不僅不受限於窗⼝營業時間，還可享有郵資
折扣，同時提供多元⽀付⼯具，包含郵政⾦融卡、電⼦票證（悠遊卡、愛⾦卡及⼀卡通）及⼀卡通MONEY等
⽀付服務，操作簡易便利，提供智慧⽤郵新體驗，受到現場莘莘學⼦的熱烈迴響。

臺南郵局作為社會企業，⼀直以來致⼒於推動社會公益活動。這次捐⾎活動再次體現了臺南郵局的企業責任，
並且向學⽣傳遞了正確的健康理念。希望臺南郵局能夠繼續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為社會做出更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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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學週捐血  臺南郵宣導i郵箱享郵資折扣

2023-03-09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臺南郵局為善盡企業責任，特結合國立成功大

學醫學系於3月8日至10日假該校勝利校區未來館舉辦捐血活動，鼓勵莘莘學子踴躍加入捐血

行列，期望對於舒緩近期血荒有所助益。

是日同時亦於活動現場展示全台唯一的i郵箱行動郵車，向學生宣傳i郵箱操作使用，鼓勵多

加利用全年無休24小時營業郵局i郵箱寄取件，不僅不受限於窗口營業時間，還可享有郵資

折扣，同時更提供多元支付工具，包含郵政金融卡、電子票證(悠遊卡、愛金卡及一卡通)及

一卡通MONEY等支付服務，操作簡易便利，提供智慧用郵新體驗，廣獲現場莘莘學子熱烈

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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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學週捐⾎活動　3/10還有⼀天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3-03-09 17:49

臺南郵局與成功⼤學醫學系3/8⾄3/10，在勝利校區未來館舉辦捐⾎活動，⿎勵⼤

家踴躍捐⾎，舒緩近期⾎荒。

活動現場展⽰全台唯⼀的i郵箱⾏動郵⾞，向學⽣宣傳i郵箱操作使⽤，⿎勵多加利

⽤全年無休24⼩時營業的郵局ｉ郵箱寄取件，不僅不受限於窗⼝營業時間還可享

有郵資折扣，同時更提供多元⽀付⼯具，包含郵政⾦融卡、電⼦票證（悠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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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卡及⼀卡通）及⼀卡通MONEY等⽀付服務，操作簡易便利，提供智慧⽤郵新

體驗，獲現場學⽣熱烈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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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郵成大醫學週捐血  宣導i郵箱享郵資折扣

2023-03-09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臺南郵局為善盡企業責任，特結合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於3

月8日至10日假該校勝利校區未來館舉辦捐血活動，鼓勵莘莘學子踴躍加入捐血行列，期望對於舒緩

近期血荒有所助益。

是日同時亦於活動現場展示全台唯一的i郵箱行動郵車，向學生宣傳i郵箱操作使用，鼓勵多加利用全

年無休24小時營業郵局i郵箱寄取件，不僅不受限於窗口營業時間，還可享有郵資折扣，同時更提供多

元支付工具，包含郵政金融卡、電子票證(悠遊卡、愛金卡及一卡通)及一卡通MONEY等支付服務，操

作簡易便利，提供智慧用郵新體驗，廣獲現場莘莘學子熱烈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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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3-09 17:23:06

台南郵局到成⼤醫學系辦理捐⾎活動暨i郵箱推廣

 【視傳媒記者∕黃雋淮臺南報導】
 
臺南郵局為善盡企業責任，特結合國立成功⼤學醫學系於今年(112)3⽉8⽇⾄10⽇於勝利校區未來館舉辦捐⾎活
動，⿎勵莘莘學⼦踴躍加入捐⾎的⾏列，期望對於舒緩近期⾎荒有所助益。
 

NVN / 地⽅新聞

https://nvns.net/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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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郵局到成⼤醫學系辦理捐⾎活動暨i郵箱推廣。(記者黃雋淮翻攝)
    



2023/3/10 上午10:51 台南郵局到成⼤醫學系辦理捐⾎活動暨i郵箱推廣

https://nvns.net/news_view.php?new_sn=33047 3/6

▲台南郵局到成⼤醫學系辦理捐⾎活動暨i郵箱推廣。(記者黃雋淮翻攝)
 
同時亦於活動現場展⽰全台唯⼀的i郵箱⾏動郵⾞，向學⽣宣傳i郵箱操作使⽤，⿎勵多加利⽤全年無休24⼩時營業
的郵局ｉ郵箱寄取件，不僅不受限於窗⼝營業時間還可享有郵資折扣，同時更提供多元⽀付⼯具，包含郵政⾦融
卡、電⼦票證（悠遊卡、愛⾦卡及⼀卡通）及⼀卡通MONEY等⽀付服務，操作簡易便利，提供智慧⽤郵新體驗，
廣獲現場莘莘學⼦熱烈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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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產經

台灣鋰電池資源產業協會成立 串聯30家供應鏈
2023/3/10 12:07（3/10 14:36 更新）

台灣鋰電池資源產業協會10⽇正式成立，名仁資源副董事⻑陳奕潔（左2）擔任第⼀任理事⻑。串連30
家相關產官學研供應鏈，盼建構鋰電池資源循環經濟體系。中央社記者韓婷婷攝 112年3⽉10⽇

（中央社記者韓婷婷台北10⽇電）隨著鋰電池在朝向低碳發展的進程中具有關鍵性

地位，為促進國內再⽣料、電池循環再利⽤，由投入環保事業逾46年的銘福集團發

起，串連30家相關產官學研供應鏈，成立台灣鋰電池資源產業協會，盼建構鋰電池

資源循環經濟體系。

台灣鋰電池資源產業協會今天正式成立，名仁資源副董事⻑陳奕潔擔任第⼀任理事

⻑。⽬前企業加入有30家，會員數100⼈，包含銘福集團名仁資源、美琪瑪、榮炭科

技、聯友能源、光澤科技、處鋰科技等，學界有成功⼤學、台北科⼤、台南⼤學、⽇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i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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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早稻⽥⼤學、美國南加州⼤學、澳洲墨爾本⼤學，及法⼈單位⼯研院等與個⼈入

會。

陳奕潔表⽰，因應巴黎協定、碳中和、淨零碳排等在國際間的議題逐漸發酵，在禁售

燃油⾞及全球能源的轉型，不論是動⼒⽤電池、風能、太陽能等建置都需儲能系統配

合，現今應⽤最為廣泛即為鋰電池，在朝低碳發展的進程中占著關鍵性地位。

陳奕潔表⽰，台灣鋰電池產業發展多年，已累積相當技術能⼒與製造經驗，並且擁有

完善供應鏈體系，鋰電池的處理回收是下⼀個備受關注的議題，希望透過此次協會成

立，促進國內再⽣料、電池循環再利⽤，促進相關產業鏈上中下游廠商交流，以建構

鋰電池資源循環經濟體系，帶動產業朝永續的循環經濟⽅向轉型。

陳奕潔指出，期許台灣鋰電池資源產業協會成立，藉由產、學、研攜⼿合作交流，讓

資源永續循環利⽤，提升產業發展及競爭⼒，進⽽發揮垂直串聯及橫向整合功能，提

升產業發展及競爭⼒，使台灣的鋰電池資源永續更趨完善成熟，建構台灣成為鋰電池

資源有效循環再利⽤的潔淨島嶼。（編輯：張均懋）112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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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串聯鋰電池供應鏈	台灣鋰電池資源產業協會成⽴

本⽂共622字

科技 永續 ⼯研院

2023/03/10 13:51:40

經濟⽇報	記者張瑞益／台北即時報導

台灣企業成⽴台灣第⼀個串聯上、中、下游之鋰電池循環再利⽤產業鏈之協會在今（10）⽇正式成⽴，希望能透過協會

促進國內再⽣料、電池循環再利⽤，促進相關產業鏈上中下游廠商交流，以建構鋰電池資源循環經濟體系，帶動產業朝

永續的循環經濟⽅向轉型。

⼯研院表⽰，因應巴黎協定、碳中和、淨零碳排等在國際間的議題逐漸發酵，在禁售燃油⾞及全球能源的轉型，不論是

動⼒⽤電池、⾵能、太陽能等建置都需儲能系統的配合，現今應⽤最為廣泛即為鋰電池，在朝低碳發展的進程中占著關

鍵性地位。

台灣鋰電池產業發展多年，已累積相當之技術能⼒與製造經驗，並且擁有完善之供應鏈體系，台灣第⼀個串聯上、中、

下游之鋰電池循環再利⽤產業鏈之協會在今⽇正式成⽴，邀請電池材料、製造、組裝、應⽤⾄資源化等相關企業共襄盛

舉。

期許台灣鋰電池資源產業協會成⽴，藉由產、學、研攜⼿合作交流，讓資源永續循環利⽤，提升產業發展及競爭⼒，進

⽽發揮垂直串聯及橫向整合之功能，提升產業發展及競爭⼒，使台灣的鋰電池資源永續更趨完善成熟，並建構台灣成為

⼀個鋰電池資源有效循環再利⽤的潔淨島嶼。

此外，當⽇會中選出4位理事與3位監事，並推選出名仁資源陳奕潔副董事⻑擔任協會創始之第⼀任理事⻑。

讚 0

https://money.udn.com/search/tagging/1001/%E7%A7%91%E6%8A%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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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會⾝加⼊之企業有30家，會員數100⼈，包含企業銘福集團名仁資源、美琪瑪、榮炭科技、聯友能源、光澤科技、

處鋰科技等、學界成功⼤學、台北科⼤、台南⼤學、⽇本早稲⽥⼤學、美國南加州⼤學、澳洲墨爾本⼤學、法⼈單位則

有⼯研院等與個⼈⼊會。

台灣鋰電池資源產業協會今⽇正式成⽴，圖左⾄右為⼤葉⼤學教授李清華、台灣鋰電池資源產業協會理事⻑陳奕潔、環保署資源回收管

理基⾦管理會執秘王嶽斌、銘福集團總裁陳福松、⼯業局永續發展組副組⻑陳良棟、中⼭⼤學教授楊⾦鐘、⽇本早稻⽥⼤學教授

Cheng-yin	Chiang。（⼯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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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鋰電池供應鏈	台灣鋰電池資源產業協會今成⽴

本⽂共625字

科技 永續 循環經濟

2023/03/10 14:11:29

經濟⽇報	記者⿑瑞甄／台北即時報導

因應巴黎協定、碳中和、淨零碳排等在國際間的議題逐漸發酵，在禁售燃油⾞及全球能源的轉型，不論是動⼒⽤電池、

⾵能、太陽能等建置都需儲能系統的配合，現今應⽤最為廣泛即為鋰電池，在朝低碳發展的進程中占著關鍵性地位。台

灣第⼀個串聯上、中、下游之鋰電池循環再利⽤產業鏈之協會在今⽇正式成⽴，會中選出4位理事與3位監事，並推選出

名仁資源陳奕潔副董擔任協會創始之第⼀任理事⻑。

台灣鋰電池產業發展多年，已累積相當之技術能⼒與製造經驗，並且擁有完善之供應鏈體系，今⽇邀請電池材料、製

造、組裝、應⽤⾄資源化等相關企業共襄盛舉，希望能透過此次協會之成⽴，促進國內再⽣料、電池循環再利⽤，促進

相關產業鏈上中下游廠商交流，以建構鋰電池資源循環經濟體系，帶動產業朝永續的循環經濟⽅向轉型。

當天邀請指導單位經濟部⼯業局與環保署⻑官受邀⾒證台灣鋰電池資源產業協會之成⽴，並期許台灣鋰電池資源產業協

會之成⽴，藉由產、學、研攜⼿合作交流，讓資源永續循環利⽤，提升產業發展及競爭⼒，進⽽發揮垂直串聯及橫向整

合之功能，提升產業發展及競爭⼒，使台灣的鋰電池資源永續更趨完善成熟，並建構台灣成為⼀個鋰電池資源有效循環

再利⽤的潔淨島嶼。

⽬前⼤會⾝加⼊之企業有30家，會員數100⼈，包含企業銘福集團名仁資源、美琪瑪（4721）（4721）、榮炭科技

（6555）（6555）、聯友能源、光澤科技、處鋰科技等、學界成功⼤學、台北科⼤、台南⼤學、⽇本早稲⽥⼤學、美國

南加州⼤學、澳洲墨爾本⼤學、法⼈單位	(⼯研院等)與個⼈⼊會。

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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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第⼀個串聯上、中、下游之鋰電池循環再利⽤產業鏈之協會今⽇正式成⽴，當天邀請電池材料、製造、組裝、應⽤⾄資源化等相關

企業共襄盛舉。圖左⾄右為⼤葉⼤學教授李清華、台灣鋰電池資源產業協會理事⻑陳奕潔、環保署資源回收管理基⾦管理會執秘王嶽

斌、銘福集團總裁陳福松、⼯業局永續發展組副組⻑陳良棟、中⼭⼤學教授楊⾦鐘、⽇本早稻⽥⼤學教授Cheng-yin	Chiang。

前往看盤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3/03/10/realtime/20543318.jpe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https://money.udn.com/common/systex_login/mobile/4721?pure=n


1/3

亞大13日舉辦「2023 ChatGPT在高等教育和產業發展的應
變及創新」論壇

cna.com.tw/postwrite/Chi/336447

發稿時間：2023/03/09 16:08:51

 

(中央社訊息服務20230309 16:08:51)ChatGPT聊天機器人熱議不斷，從哪些工作可能被AI

取代，到現在朝向「ChatGPT創造新職業，懂得與AI溝通就能有高薪」等話題。亞洲大學
將於13日(周一)舉辦「2023 ChatGPT在高等教育和產業發展的應變及創新」為題，國內第
一場頗具規模的國際論壇，由亞大創辦人蔡長海、亞大校長蔡進發，邀請美國史丹佛大學
客座教授張智威、政大校長李蔡彥、成大副校長郭耀煌等，共8位產、官、學、研專家學者
座談，開放實體和線上報名參加。

亞大校長蔡進發表示，面對未來AI的衝擊，比爾蓋茲認為ChatGPT的出現，如同是PC電腦
問世、網際網路的使用般，對全人類的影響非常巨大；Nvidia執行長黃仁勳喻為「AI界的
iPhone時刻」，可以預期對產業的大翻轉即將到來。ChatGPT對大學、產業都帶來巨的影
響，該如何應變，才能跟上這一波浪潮？藉由舉辦ChatGPT論壇，希望給予各行各業不一
樣的激盪和創見。

蔡校長說，亞大已全校推展善用ChatGPT，研討如何教學與，及同學學習的輔導。

這場ChatGPT論壇邀請8位國內外重磅級AI領域專家座談，包括：①史丹佛大學客座教授、
Google 前硏究部門主任張智威教授；②前行政院科技政委、成大副校長郭耀煌特聘敎授；
③政大校長李蔡彥；④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張朝亮主任；⑤IBM 前副總、亞大黃光彩
講座教授；⑥清華大學教務長巫勇賢特聘教授；⑦台大資工系陳縕儂副教授；⑧中央研究
院資訊科學研究所黃瀚萱助研究員。

史丹佛大學張智威教授將談「如何改進教育工具，以通過探究性提示來教授批判性閱
讀」，針對最近在生成和道德人工智能方面的討論，這些技術在教育及其他領域的潛在應
用和影響，探討開發符合倫理和教育目標的人工智能工具和模型的重要性。

成大副校長郭耀煌將分享「ChatGPT 的下一步？高等敎育和產業發展的應變
 和創新」，以ChatGPT掀起新一波AI熱潮，顯示人類正一步步來到人工通用智慧(AGI；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的轉折點，工作型態乃至於教育模式都可能受到衝擊，產業
AI化的步調將再加速。台灣如何展現大格局創新思惟及落實策略，有效因應此波全球AI賽
局，是產官學研必須積極做好的功課。

黃光彩講座教授將談「商業化，ChatGPT的機會及面臨的阻力」，ChatGPT「掀起新一輪
AI革命」，它是由OpenAI使用AIGC(人工自動生產內容）引擎所開發的語言模型，是一種
有潛力顛覆現有的内容生產模式，將以十分之一的成本、百倍甚至數千倍的速度满足海量
内容的需求。利用算力能夠更好地理解和生成近似人腦生成內容的品質，也將推動晶片市
場長期強勁增長，將可能促使Nvidia相關產品1年高達30至110億美金營業額的成長。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Chi/336447


2/3

針對近來在學術界討論很多，是不是該禁用ChatGPT的問題，政大校長李蔡彥將談
「ChatGPT 對高等敎育的衝擊和因應」，探討面對勢不可擋的AI科技，該如何引導學生正
確使用工具，幫助學生銜接未來就業。

論壇歡迎報名參加，13日當天可到亞大國際會議中心實體參與，也能線上直播參與。
 相關報名和直播連結資訊：https://2023chatgpt.asia.edu.tw/

圖為亞大校長蔡進發(左)戴上智慧眼鏡，體驗元宇宙世界。他說，舉辦ChatGPT論壇，能帶領師生瞭解
生成式AI、Chat GPT等未來人工智慧發展與未來高教及產業科技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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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亞大將於13日舉辦「2023 ChatGPT在高等教育和產業發展的應變及創新」論壇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