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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前開發出的夜光洋桔梗有紅、綠、藍三⾊。（成⼤提供／曹婷婷台南傳真）

成大團隊研發夜光植物 地方創生、國際大獎一把罩
中時 曹婷婷15:34 2023/01/17

農委會輔導的發光⽩⾊戀⼈鹿⾓蕨。（成⼤提供／曹婷婷台南傳真）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6


2023/1/17 下午4:26 成⼤團隊研發夜光植物 地⽅創⽣、國際⼤獎⼀把罩 - ⽣活 - 中時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0117003708-260405?ctrack=pc_main_rtime_p04&chdtv 2/5

發光⽩⾊戀⼈鹿⾓蕨在⽇光與無光環境的對比照。（成⼤提供／曹婷婷台南傳真）

成功⼤學材料科學與⼯程學系教授蘇彥勳、成⼤資源系涂勝龍博⼠與顏振標博⼠⻑年投入研發植物夜間發光技術，⽇

前在農委會輔導下，成功將發光技術應⽤在洋桔梗與觀葉植物鹿⾓蕨兩種植物，研究團隊期待未來農委會協助推展發

光植物產銷管道與商機，期能投入地⽅創⽣，為偏鄉創造⼯作機會。

研究團隊指出，植物綠⾊葉片若在養殖過程中因溫差、光照或⼈⼯施藥等環境變化⽽產⽣不同顏⾊，稱作「出錦」，

此現象能為綠⾊植物創造不同⾊彩，也可提⾼植物本⾝的觀賞價值。

研究團隊從2009年投入研發植物夜間發光出錦技術，2015年涂勝龍與顏振標利⽤儲能能源奈米材料原理，讓植物在

夜間發光，結合植物表⾯功能性修飾技術，以噴灑或⼈⼯塗抹讓不具毒性的發光塗料成功附著在葉片表⾯並吸收到葉

脈中，讓葉片有效產⽣物理或化學變化。

蘇彥勳說，塗覆後不影響植物⾃然⽣⻑，也可重複施作，讓植物在⾃然光或⼀般室內燈光下吸收光⼦、在夜間發光。

他說，研究團隊使⽤奈米植物葉脈吸收技術，讓植物功能不受損且可共存，過程不須修改植物基因即可達到特殊可調

控功能，發光材料也已通過SGS國際認證，使⽤更安⼼。

⽇前團隊更成功將發光技術應⽤在洋桔梗與觀葉植物鹿⾓蕨兩種植物上，其中夜光洋桔梗已開發出紅、綠、藍3⾊，

⽬前發光洋桔梗採噴灑⽅式，能克服洋桔梗表⾯皺褶多的限制，未來農委會將媒合產銷管道，被看好極具外銷潛⼒。

研究團隊說明， 2022年與研究團隊研發植物夜間發光出錦技術結合成⼤材料丁志明教授研發⾼熵材料，使發光顏⾊

可以更多樣，⽬前已可做出紅、綠、藍3種夜光顏⾊。

成⼤指出，發光植物研究成果曾榮獲國科會2022未來科技獎與2022年美國MUSE Design Award謬思設計⼤獎的「光

學設計／農業光學」⾦獎、「產品設計／永續環境」⾦獎及「產品設計／未來科技」⽩⾦獎等多項肯定，研究團隊希

望未來發光植物產銷商機能投入地⽅創⽣，為偏鄉創造⼯作機會，也期能與公益團體合作，讓經濟效益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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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基、成大醫4單位聯手 發現「抑制新冠病毒複製」方式

2023-01-17 14:50  聯合報／  記者林伯驊／嘉義即時報導

嘉義基督教醫院、成大醫學院、高雄醫大學、中正大學共同研究，證實核苷酸干擾（R

NA interference, RNAi）可抑制新冠病毒複製，利用此方法得到的效果顯著，團隊將

結果經發表獲國際SCI期刊「Viruses」登載，盼未來可用於新冠病毒感染呼吸道的預

防、治療，造福人類。

由嘉基泌尿科醫師沈正煌教授組成的團隊，成員包含嘉基轉譯醫學中心副研究員方瓊

瑤、成醫病理部病毒組長蔡慧頻、病毒組醫檢師葉峻昇，及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微免學

科副教授李英瑞、中正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教授陳永恩，成大並提供BSL-3實驗室核心

設施。

沈正煌說，研究起因是腎臟移植的患者需服用抗排斥藥物，進而造成免疫力下降時，潛

伏於體內的多瘤性病毒被活化而繁殖，直接破壞移植腎，有些人就再走入透析的路程，

目前雖有少許藥物可用但效果不佳，因此就利用小髮夾RNA去抑制BK病毒的繁殖，在

細胞實驗中看到很好的效果，也成功讓肺腺癌、膀胱癌等，在細胞及動物實驗都明顯可

見抑制腫瘤細胞成長，當新冠病毒出現時，便想到或許也可用此方法。

沈正煌表示，核苷酸是組成DNA與RNA的基本結構單位，團隊利用小片段核苷酸干擾的

技術，製作兩個可以干擾新冠病毒(SARS-Cov-2)複製的小髮夾RNA（核糖核酸），置

入適合新冠病毒生存的非洲綠猴細胞中，24小時後並給予新冠病毒感染，發現這兩個

小髮夾RNA，可以成功干擾新冠病毒複製，並達到極佳的抑制效果。

嘉義基督教醫院泌尿科醫師沈正煌（右）組成團隊，研究出抑制新冠病毒複製的 方式。圖／嘉基醫院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zM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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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認為，由於小髮夾RNA的製備簡單，並且可以依照目前流行的病毒基因序列立即改

變設計，因此，更加適合應用在對付類似新冠病毒這種突變率高的病毒；未來可以透過

混和數種小髮夾RNA，類似雞尾酒方式，來對抗各式各樣的新冠病毒突變株，且可在劑

型上作調整，例如鼻噴劑，團隊也正在積極測試類似機轉的藥物，以及中草藥，期許能

提供預防或治療的方法。

嘉義基督教醫院組成團隊研究出抑制新冠病毒複製的 方式。圖為泌尿科醫師沈正煌（左起）、嘉基轉

譯醫學中 心副研究員方瓊瑤做研究分析。圖／嘉基醫院提供

嘉義基督教醫院組成團隊研究出抑制新冠病毒複製的 方式。圖為泌尿科醫師沈正煌（左起）、嘉基轉

譯醫學中 心副研究員方瓊瑤做研究分析。圖／嘉基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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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新冠病毒複製　研究證實核苷酸干擾效果顯著

16 秒 前發布

嘉基泌尿科醫師沈正煌教授研究團隊，證實核苷酸干擾，可抑制新冠病毒複製，效果顯著。（圖：嘉基提供）

COVID-19引發全球性危機，嘉義基督教醫院、成大醫學院、高雄醫大學及國中正大學共同研究，證實核苷酸干擾(RNA

interference, RNAi)可抑制新冠病毒複製，且效果顯著，結果已經獲國際SCI期刊「Viruses」登載。（龐清廉報導）

COVID-19雖然目前有疫苗及藥物（如瑞德西偉及奈瑪特偉、利托那韋等），可用於預防及治療，但因病毒變異太快，疫

苗及藥物的防護力可能隨時被突破，令人十分憂心。

嘉義基督教醫院泌尿科醫師沈正煌教授組成團隊，研究抑制新冠病毒複製的方法，團隊成員包含嘉基轉譯醫學中心方瓊

瑤副研究員、成醫病理部病毒組蔡慧頻組長、病毒組葉峻昇醫檢師及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微免學科李英瑞副教授、中正

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陳永恩教授，藉由成大提供BSL-3實驗室核心設施，研究證實核苷酸干擾可抑制新冠病毒複製。

沈正煌教授表示，核苷酸是組成DNA與RNA的基本結構單位，團隊利用小片段核苷酸干擾的技術，製作兩個可以干擾新

冠病毒(SARS-Cov-2)複製的小髮夾RNA（核糖核酸），置入適合新冠病毒生存的非洲綠猴細胞中，24小時後讓猴子感染

新冠病毒，發現這兩個小髮夾RNA可以成功干擾新冠病毒複製，並達到極佳的抑制效果。

研究團隊指出，核苷酸干擾可抑制新冠病毒複製，且效果顯著，研究成果已經在國際期刊上發表。由於小髮夾RNA的製

備簡單，並且可以依照目前流行的病毒基因序列立即改變設計，因此，更加適合應用在對付類似新冠病毒這種突變率高

的病毒。

未來可以透過混和數種小髮夾RNA，似雞尾酒的方式來對抗各式各樣的新冠病毒突變株，且可在劑型上作調整如鼻噴

劑，同時沈正煌教授的研究團隊也正在積極測試有類似機轉的藥物及中草藥期許能提供預防或治療的方法，造福更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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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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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新冠病毒複製 嘉基研究團隊成果顯著 未來應⽤造福更多⺠眾
來源:波新聞 | ⽇期：2023-01-17 14:29:17 | 瀏覽次數：1488

波新聞─辜⼠陞／嘉義

嘉義基督教醫院、成⼤醫學院、⾼雄醫⼤學及中正⼤學共同研究抑制新冠病毒複製，效果顯著，此成果⼀經發表立即獲國際SC

登載，未來可⽤於新冠病毒感染呼吸道的預防及治療，造福⼈類。

 

COVID-19引發全球性危機，在全世界造成災難性的威脅。雖然⽬前有疫苗及藥物（如瑞德⻄偉及奈瑪特偉、利托那韋等），可

預防及治療，但此病毒的變異太快，疫苗及藥物的防護⼒可能隨時被突破，令⼈⼗分憂⼼。

 

嘉基泌尿科醫師沈正煌教授特別組成團隊，共同研究抑制新冠病毒複製的⽅法，團隊成員包含嘉基轉譯醫學中⼼⽅瓊瑤副研究員

醫病理部病毒組蔡慧頻組⻑、病毒組葉峻昇醫檢師及⾼雄醫學⼤學醫學系微免學科李英瑞副教授、中正⼤學⽣物醫學科學系陳永

授，藉由成⼤提供BSL-3實驗室核⼼設施，研究證實核苷酸⼲擾(RNA interference, RNAi)可抑制新冠病毒複製，因利⽤此⽅法

的效果顯著，其結果經發表立即獲國際SCI期刊「Viruses」登載。

 

沈正煌醫師表⽰，核苷酸是組成DNA與RNA的基本結構單位，團隊利⽤⼩片段核苷酸⼲擾的技術，製作兩個可以⼲擾新冠病毒

(SARS-Cov-2)複製的⼩髮夾RNA（核糖核酸），置入適合新冠病毒⽣存的非洲綠猴細胞中，24⼩時後並給予新冠病毒感染，發

兩個⼩髮夾RNA可以成功⼲擾新冠病毒的複製，並達到極佳的抑制效果。由於⼩髮夾RNA的製備簡單，並且可以依照⽬前流⾏

基因序列立即改變設計，因此，更加適合應⽤在對付類似新冠病毒這種突變率⾼的病毒。

 

沈正煌醫師說，會開始這項研究的起因是腎臟移植的患者需服⽤抗排斥藥物，進⽽造成免疫⼒下降時，潛伏於體內的多瘤性病毒

化⽽繁殖，直接破壞移植腎，有些⼈就再⾛入透析的路程，⽬前雖有少許藥物可⽤但效果不佳，因此就利⽤⼩髮夾RNA去抑制

毒的繁殖，在細胞實驗中看到很好的效果，也成功讓肺腺癌、膀胱癌…在細胞及動物實驗都明顯可⾒腫瘤細胞成⻑的抑制，當新

毒出現時便想到或許此⽅法亦可進⾏。

 

未來可以透過混和數種⼩髮夾RNA，似雞尾酒的⽅式來對抗各式各樣的新冠病毒突變株，且可在劑型上作調整如⿐噴劑，同時沈

教授的研究團隊也正在積極測試有類似機轉的藥物及中草藥期許能提供預防或治療的⽅法，造福更多⺠眾。

圖：沈正煌教授與⽅瓊瑤副研究員進⾏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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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國家隊長興材料到訪成大 聚焦生醫、材料與化工領域
技術開發
文 謝易晏 2023.01.16

乾膜光阻劑全球占比第一，也是快篩試劑國家隊成員長興材料16日來訪成功大學，由營運長潘金城與長興研究所所長

翁進益等高階主管率領副所長高志宇、技術經理許龍麟、研究所經理朱文崇與多位研究人員一行，參訪成大執行產學合

作業務的專責單位�產學創新總中心，由成大助理副校長暨產學創新總中心主任莊偉哲親自接待，為其介紹成大專利、

技轉、產學與新創等面向的成果。長興材料此行聚焦化工、材料與生醫三大領域的技術交流，積極與成大展開更多技術

合作開發。

這場產學交流座談會是特別針對長興材料亟欲跨足的技術領域進行安排，成大助理副校長莊偉哲講座教授主持的實驗

室，長年投入於以蛋白質結構為基礎的藥物設計開發，其以定點突變、雙硫鍵引入、蛋白質化及聚乙二醇化等技術改善

藥物之藥效與藥物動力學。目前除了成功研發出抗糖尿病黃斑水腫藥物、低副作用抗血栓藥物及抗纖維化之靶向新藥

外，更與長興材料合作發展兩大技術，一為塑膠分解酵素，以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一為合作開發用於細胞培養基的蛋

白質成分，以達到穩定細胞治療培養階段的目標。

長興材料營運長潘金城與長興研究所所長翁進益等高階主管率領副所長高志宇、技術經理許龍麟、研究所經理朱文崇與多位研究人員一行參訪

成大產學創新總中心。圖/成大提供

https://ctee.com.tw/author/samentha-hsieh
https://ctee.com.tw/author/samentha-hs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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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興材料參訪團由成大助理副校長暨產學創新總中心主任莊偉哲親自接待，為其
介紹成大專利、技轉、產學與新創等面向的成果。圖/成大提供

成大牙醫學系暨口腔醫學研究所講座教授謝達斌也出席與會，就核酸檢測平台與長興材料商討雙方未來可能的合作。材

料系講座教授劉全璞實驗室開發的碳化矽與鋰電池材料，利用循環經濟及微小化技術，將廢矽晶片轉化為具超高純度之

微奈米粉末，當作原料應用於成長碳化矽及直接與水反應產氫之應用，是長興材料十分關注的技術項目。另外，化工系

助理教授許蘇文開發的高頻高速通訊用之高分子材料，將市售高分子量的Polyphenylene ether (PPE)於自由基作用

下，進行分子量重新分配合成低分子量且均勻分子量分布之PPE，再以具有高反應性之分子於PPE末端進行改質，生成

高反應性、高加工性、低借電性質之PPE，用於銅箔基板與電子元件封裝的基本材料，也是長興材料未來積極投入研發

合作的技術。

成大產創總中心近來積極招募企業會員，分成「鑽石」、「白金」、「黃金」、「白銀」等 4 個等級，依據等級不同提

供專利、技轉、產學、新創與人才招募等程度不一的服務，目前已逾 30 家企業進駐，會員所屬產業領域廣泛，包括生

技醫療、電子、材料、金融與新創事業等，長興材料也是企業會員之一，而本場聚焦特定技術領域的產學交流，則是產

學創新總中專門依據企業會員需求量身打造的服務。

長興材料著重研發，員工碩博士人才占比過半，內部研發量能充沛，亦期待能嫁接成大所領導的大南方科研產業化平台

學校與醫療聯盟資源，同時豐富公司的研發資源與所需人才。本場產學交流座談會，雙方亦就設立共同研發中心進行交

流，期能針對產學合作計畫、人才培育與人力招募等多元面向展開合作。目前，成大與國內多家大型企業包括台積電、

國巨、廣達、智邦與中鋼與友達等設立共同研發中心。

長興材料於1964年成立於高雄，為從化工廠轉型為全方位的材料製造供應者，主要產品為通用樹脂、塗料樹脂、合成

樹脂、不飽和聚酯樹脂、特殊塗料、特殊單體、電路基板、電子特化品、封裝材料、光學材料、乾膜光阻劑與醫療器材

等，現已發展成為全球有近5千名員工的跨國集團，生產與銷售據點遍布歐洲、亞洲與美洲等地，產品行銷全球近70個

國家，1994年於台灣證交所掛牌上市，2021年營收約505億元，每年投入至少3%營收用於研發，去年投入研發的經費

近20億。創立近一甲子的長興材料，長期致力發展深具前瞻性的事業，2013年就已布局切入生醫領域，並在新冠肺炎

疫情爆發初期，配合政府開發生產快篩試劑，成為首家獲得衛服部疾病管制署快篩試劑授權廠商，對於台灣防疫工作貢

獻厥偉，而有「快篩國家隊」之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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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新冠病毒複製　嘉基團隊研究登上國際SCI期刊
2023-01-17
記者 劉芳妃／嘉市 報導
 

【記者 劉芳妃／嘉市 報導】COVID-19引發全球性危機，在全世界造成
災難性的威脅。嘉義基督教醫院、成⼤醫學院、⾼雄醫⼤學及中正⼤學

共同研究抑制新冠病毒複製，效果顯著，此成果⼀經發表立即獲國際SC
I期刊登載，未來可⽤於新冠病毒感染呼吸道的預防及治療，造福⼈類。

COVID-19引發全球性危機，雖然⽬前有疫苗及藥物（如瑞德⻄偉及奈
瑪特偉、利托那韋等），可⽤於預防及治療，但此病毒的變異太快，疫

苗及藥物的防護⼒可能隨時被突破，令⼈⼗分憂⼼。

嘉基泌尿科醫師沈正煌教授特別組成團隊，共同研究抑制新冠病毒複製
的⽅法，團隊成員包含嘉基轉譯醫學中⼼⽅瓊瑤副研究員、成醫病理部

病毒組蔡慧頻組⻑、病毒組葉峻昇醫檢師及⾼雄醫學⼤學醫學系微免學

科李英瑞副教授、中正⼤學⽣物醫學科學系陳永恩教授，藉由成⼤提供
BSL-3實驗室核⼼設施，研究證實核苷酸⼲擾(RNA interference, RNAi)可
抑制新冠病毒複製，因利⽤此⽅法得到的效果顯著，其結果經發表立即
獲國際SCI期刊「Viruses」登載。

沈醫師表⽰，核苷酸是組成DNA與RNA的基本結構單位，團隊利⽤⼩片
段核苷酸⼲擾的技術，製作兩個可以⼲擾新冠病毒(SARS-Cov-2)複製的⼩髮夾RNA（核糖核酸），置入適合新冠病毒⽣存的非洲綠猴細胞
中，24⼩時後並給予新冠病毒感染，發現這兩個⼩髮夾RNA可以成功⼲擾新冠病毒的複製，並達到極佳的抑制效果。由於⼩髮夾RNA的製備
簡單，並且可以依照⽬前流⾏的病毒基因序列立即改變設計，因此，更加適合應⽤在對付類似新冠病毒這種突變率⾼的病毒。

沈醫師說，會進⾏這項研究的起因是腎臟移植的患者需服⽤抗排斥藥物，進⽽造成免疫⼒下降時，潛伏於體內的多瘤性病毒被活化⽽繁殖，

直接破壞移植腎，有些⼈就再⾛入透析的路程，⽬前雖有少許藥物可⽤但效果不佳，因此就利⽤⼩髮夾RNA去抑制BK病毒的繁殖，在細胞實
驗中看到很好的效果，也成功讓肺腺癌、膀胱癌…在細胞及動物實驗都明顯可⾒腫瘤細胞成⻑的抑制，當新冠病毒出現時便想到或許此⽅法
亦可進⾏。

未來可以透過混和數種⼩髮夾RNA，似雞尾酒的⽅式來對抗各式各樣的新冠病毒突變株，且可在劑型上作調整如⿐噴劑，同時沈正煌教授的
研究團隊也正在積極測試有類似機轉的藥物及中草藥期許能提供預防或治療的⽅法，造福更多⺠眾。

圖⼀：嘉義基督教醫院醫師沈正煌教授。

圖⼆、三：沈正煌教授與⽅瓊瑤副研究員進⾏研究分析。（記者劉芳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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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機械系名譽教授王廷山1月11日辭世 享耆壽95歲

2023-01-17 13:58  聯合報／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成大機械系名譽教授王廷山1月11日辭世，享耆壽95歲，他在成大曾歷任機械系主任、

機械所所長，圖書館館長、總務長、教務長等職務，是成大第一位獲頒名譽教授殊榮

者。

成大表示，王廷山對學校貢獻相當多，1995年退休時，經校內三階段（即系、院、

校）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獲贈名譽教授榮銜（終身），是成大訂定「名譽教授

贈予辦法」以來，第一位獲此殊榮者。

王廷山生於1929年，為台南一中第一屆校友，並獲得台南一中第六屆校友傑出成就

獎，1953年畢業於成大機械工程系，1964年獲美國普渡大學機械研究所工程碩士，19

71年並由學校派往美國伊利諾大學研究1年。

王廷山任教於械械工程系與機械工程研究所，主授機械設計、工程數學及偏光彈性學等

機械工程領域之重要科目，共達37年餘，長期獻身於培育優秀機械工程人才以參與國

家經濟建設。

他在成大機械研究所全國首創「偏光彈性實驗室」，對於實驗應力分析之教學與研究頗

多助益，發表機械工程相關領域之學術研究論文30多篇。

王廷山名譽教授擔任成大機械系系主任及機械研究所長6年期間，竭力推展系、所務，

延攬海歸優秀學者多人來系、所任教，培養學生之苦幹實幹精神，使得畢業生廣受企業

成 大機械系名譽教授王廷山1 月 1 1 日辭世，享耆壽9 5歲。圖／成 大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D%97%E4%B8%80%E4%B8%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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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之肯定與歡迎。

在圖書館館長、教務長任內都大力推動電腦化。擔任總務長之初，遇成大醫學院及附設

醫院籌設，全力規劃與督導工程興建，讓工程得以較短時間完成。

成 大機械系名譽教授王廷山1 月 1 1 日辭世，享耆壽9 5歲。圖／成 大提供

成 大機械系名譽教授王廷山1 月 1 1 日辭世，享耆壽9 5歲。圖／成 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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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專訪】⼀路升遷「打破天花板」！盧克修：知道你
要什麼，努⼒追求你想要的

2023年1⽉17⽇ 週⼆ 下午1:01

楊絡懸 · Yahoo財經特派記者

達爾集團（Diodes Incorporated）董事⻑、總裁暨執⾏⻑盧克修，擁有超過50年的半導體經

驗，出⾝於台南、赴美留學到求職，在德州儀器（TI）時⼀路升遷，打破美商「透明天花

板」，甚⾄被業界以「張忠謀第⼆」形容地位，備受台灣及美國科技界尊崇。他將⼈⽣職涯

的所有成就，都歸功於⺟校成功⼤學的栽培，內⼼充滿感謝。

「知道你要什麼，然後去追求你所要的！」盧克修接受《Yahoo奇摩財經》記者專訪時表

⽰，若要給後輩⼀句勉勵的話，他希望年輕⼈勇敢確立⽬標，不要害怕⼀路上的艱難及挑

戰，更不要害怕失敗；就像他在年輕時確立「進入⼯業界」是⼈⽣志業，儘管沉重的課業非

常痛苦，或讀博⼠時「邊讀書邊⼯作」，有了⽬標後都讓他願意埋⾸苦幹。

達爾集團董事⻑、總裁暨執⾏⻑盧克修接受《Yahoo奇摩財經》專訪。圖／Yahoo奇摩股市

就算旁邊有雜⾳，都不要害怕挫折，勇
往直前追尋想要的。

盧克修回憶，1965年升⼤學時，⾝邊很多同學不知道⾃⼰要做什麼，通常也是「⽗⺟說哪個

好，就去讀」，他當時的聯考分數能上醫學院，但唯⼀想法是當⼯程師，「醫師可能富不過3

代，但我想賺很多錢，我就下定決⼼要去⼯業界闖事業。」

「若開玩笑的說，在成⼤這4年，我受盡苦楚，非常辛苦。」盧克修從台南⼀中進入成⼤電機

系，原先以為上⼤學後可以輕鬆學習，豈料⼤學⼀年級最苦，每個星期⼤考、⼩考不斷，考

的都是數學、化學等主科；⼤⼆時，更有電⼦學、電路學、電磁學等⼤魔王，尤其老師的要

求非常⾼，如果不⼩⼼被當掉，就有可能要延畢重修。

盧克修以「凶惡」形容老師的嚴格，上課不能不專⼼，筆記本⼀直抄，老師⼀直寫⿊板，同

學們連打瞌睡都不敢，深怕漏掉必考重點，「⼤學⽣活跟我本來想像的完全不⼀樣。」他後

http://tw.stock.yahoo.com/
https://tw.stock.yahoo.com/author/%E6%A5%8A%E7%B5%A1%E6%87%B8
https://tw.stock.yahoo.com/author/%E6%A5%8A%E7%B5%A1%E6%87%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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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發現，成⼤時期培養他吃苦耐勞、不畏懼挑戰及勇往直前的個性，這些都是當⼯程師、在

⼯業界作為「職⼈」的必要條件。

計畫趕不上變化，當機會來了，把握便
是。

成⼤畢業後，盧克修沒想過出國讀書，主要是當時台南沒有留學的風氣，待在原校繼續讀書

的⼈居多，且1970年代台灣電⼦⼯業正逐步起⾶，⼯作機會增加，多數同學想要投入業界，

他也不例外。

盧克修回到系上當助教累積⼯作資歷，卻在學校布告欄看到成⼤電機校友趙匡孝到美國德州

理⼯⼤學（Texas Tech University）任職教授，並提供成⼤學⽣獎學⾦機會，於是他寫信說想

要去，試著爭取機會，沒想到還真的拿到獎學⾦了。

「我從來沒寫過履歷表，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我就說我想去，教授就說好啊，給我錢讓我

去了。」盧克修笑著說，這完全不是他原先規劃好的路，他拿到獎學⾦後，才準備去考托福

和GRE，申請就讀德州理⼯⼤學，「沒有要出國，但機會來了，我就想，我的志願還是要去

⼯業界，那就去有tech名稱的學校。」

盧克修在成功⼤學新書發表會上，也勉勵後輩學⼦。圖／天下文化提供

事實上，盧克修到美國讀碩⼠班時，其實英語程度還跟不上，筆記怎麼寫都來不及，只能向

老師求助，然後持續苦讀，想辦法突破困境；他的主科皆保持A級優異成績，系主任都認為他

有研究天賦、希望他能繼續升讀博⼠班，但他從未忘記直接去業界的⽬標，看到德州儀器有

職缺，就去應徵⼯程師。

盧克修取得碩⼠學位後，進入德州儀器⼯作，擔任測試⽣產線的⼯程師，沒多久就升上經理

職；這期間他還回去德州理⼯⼤學攻讀博⼠班，⼀⼤早去學校上課，下午去德儀上班，晚上

讀書做實驗，連續3年從早忙到晚，每天睡不到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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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樹⼀樣，回到主幹找到⾃⼰的天
空。

「我要非常努⼒，打好專業基礎，才能去德儀總部上班。」盧克修取得博⼠畢業後，要求公

司將他調回達拉斯總部，從⼯程師做起。他認為，到主流部⾨才有成⻑的機會，也只有回到

總部，才有機會升遷並前進到更⼤的部⾨，「就像⼀棵樹⼀樣，如果⾛到旁枝，繼續往上也

會沒有後路；但如果願意回到主幹來，就更有可能⻑得更⾼，並找到屬於⾃⼰的天空。」

到了總部後，盧克修隨即晉升為科⻑（Section Manager），再⼀路從分公司經理（Branch

Manager）、部⾨經理（Department Manager），升⾄總部經理（Division Manager）的職

位，幾乎每兩三年就被進⼀步提拔，他都歸功於成⼤當初給他深刻的教育。

或許這就是盧克修在德儀能⼀路往上爬的祕密，他穩紮穩打，⼀步⼀腳印，抱持正⾯思考，

且不會短視近利。他總說，這是成⼤教給他的「⼈⽣哲學」，尤其讓他學會「誠信」是所有

⼀切基礎，不論⼯作、做⼈處事，「⼈沒有誠信，就什麼都沒有。」

盧克修表⽰，成⼤讓他學會「誠信」，不論⼯作、做⼈處事，「⼈沒有誠信，就什麼都沒有。」圖／Yahoo奇摩股市

1998年，盧克修掌握關鍵領先技術，以⾼價將記憶體事業賣給美光科技（Micron），成功為

德儀退出記憶體市場，這項進展及成就，讓他完成任務後，順利接上德州儀器全球混合訊號

與邏輯產品部⾨資深副總裁兼總經理的⼤位。

盧克修是繼台積電創辦⼈張忠謀之後，第⼆位任職全球第三⼤半導體公司資深副總裁的亞裔

主管，半導體界更以「張忠謀第⼆」形容地位，備受台灣及美國科技界尊崇。以下為

《Yahoo奇摩財經》專訪紀要：

問：回顧您的職涯，您認為⼀路⾼升的關鍵是什麼？

答：我認為有3⼤重點，第⼀是有「誠信」，是所有⼀切基礎；第⼆是「說到做到」，盡⼼盡

⼒，我答應老闆後就是使命必達，⽇夜都要做到，實現承諾可以讓你擁有200%的信任；第三

是「創新價值」，意思是產品不只有創新⽽已，更要有價值，如果你的創新對⼈類社會沒有

什麼⽤，就不會有⼈買單。

問：如何⾛出舒適圈？

答：我在當副總裁時，被老闆調任當亞太區總裁時，我有點不想，因為我對美國的⼯作環境

很滿意，⽽且⽣活習慣了，⼀點也不想離開，當時我老闆跟我說了⼀句話，頓悟了我。他

說：「你永遠要把⼯具放在你的⼯具箱，因為你不知道何時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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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去亞太學習掌握市場趨勢，和其他CEO接觸，並親⾃與供應商客⼾建立緊密的關係。

派到亞太當總裁或許是⼀種不得已，但對我來說也是⼀種訓練，習慣了之後，我也不想回總

部接記憶體部⾨的任務了。

達爾集團董事⻑、總裁暨執⾏⻑盧克修⼩檔案。圖／Yahoo奇摩股市

問：您升上資深副總裁、被稱為「張忠謀第⼆」，會讓您覺得有壓⼒
嗎？

答：壓⼒有兩⽅⾯，⼀個⼯作上的壓⼒，⼀個是職涯天花板的壓⼒；但其實我沒有這些壓

⼒，反⽽盡⼼盡⼒，盡我所能。

我⼀直把Morris（張忠謀）當作我的⼈⽣導師。我於1973年進入德儀，Morris在1983年離開

德儀，他曾是我直屬的部⾨經理，我的老闆也report給他，後來他升到資深副總裁後，就離

開去通⽤儀器（GI），幾年後就回台灣創辦台積電了。

問：您如何⽤⼀句話，⿎勵年輕⼈？

答：設定好⼈⽣⽬標後，就努⼒往前⾛！你看我考⼤學、出國讀書、求職、升遷，雖然⼀路

⾛來「充滿意外」，但我就想要去⼯業界，這是⼀樣的道理。不論你是什麼職業、想做什麼

⼯作，或者創業經營公司，就算旁邊有雜⾳，都不要害怕挫折，勇往直前追尋你想要的。

延伸閱讀

【Yahoo專訪】盧克修4⽀箭「翻轉華⼈IDM⼤廠」！曝CEO必學戰略：逐步完成⽬標

【Yahoo專訪】曾被德儀解雇！盧克修笑看「⼈⽣意外插曲」：遇到挫折都沒關係

【科技⼈帶路】繼張忠謀後「第2⼈打破天花板」！盧克修夢想打造華⼈IDM半導體廠

Yahoo財經特派記者 楊絡懸：專訪過台積電董娘張淑芬的藝術公益、側寫過英國前⾸相梅

伊的政經脈動。相信不論是企業⼤老闆、⼩⼈物或社會⾓落，都有值得被記錄的故事，期

盼透過深度和廣度的觀察⼒，帶來最宏觀的專業報導。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diodes-incorporated-keh-shew-lu-050202084.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diodes-incorporated-keh-shew-lu-050315677.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diodes-incorporated-keh-shew-lu-045144519.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author/%E6%A5%8A%E7%B5%A1%E6%87%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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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運動科技 新北各運動中⼼推智慧新體驗

三重棒球場比照美國⼤聯盟等級設備增

設「Rapsodo數據量測儀」，即時完整
記錄投球和打擊的結果數據，提供球員

和教練個⼈化的訓練⽅法及建議。（圖

由新北市體育處提供）

2023/01/17 14:09

〔記者林欣漢／新北報導〕新北市體育處結合運動科技，升級各類運動器材，包括新莊國⺠運動中⼼建置智能⽻球場、
三重棒球場打造未來棒球館、新店運動中⼼的光能運動墊、汐⽌運動中⼼的VRBOX虛擬射擊等，期盼創造多元的體驗樂
趣，各類體驗課程可上「新北運動聚點」臉書查詢。

體育處表⽰，新莊運動中⼼與成⼤⼈⼯智能數位轉型研究中⼼、台灣⽻球品牌「VICTOR勝利體育」，共同建置智能⽻
球場、研發智聯⽻球拍系統，透過佈建於場館及雲端的AI運算設備，以及球拍內嵌式的運動感測模組，可分析不同擊球
⽅式、揮拍速度和⼒度等動作，讓球友了解⾃⼰的球技。

三重棒球場裝設「AIMotion比賽數據追蹤智慧分析系統」，可即時顯⽰電⼦好球帶，完整追蹤比賽數據，並比照美國⼤
聯盟等級設備增設「Rapsodo數據量測儀」，即時完整記錄投球和打擊的結果數據，提供球員和教練個⼈化的訓練⽅法
及建議。

另外，球友也可以戴上VR頭盔，置⾝擬真球場與MLB等級的投⼿對決，預計2⽉5⽇於三重棒球場登場的「未來棒球博
覽會」展現。

體育處表⽰，新北市各運動中⼼也有各類智能運動科技的課程，新店運動中⼼的光能運動墊，透過聲光效果、體感互動
與競技遊戲，引導⺠眾鍛煉⾝體不同部位，適合全年齡的體適能訓練課程。汐⽌運動中⼼有VRBOX虛擬射擊；板橋、林
⼝、新店與永和等運動中⼼推廣沉浸式智能⾶輪課程；林⼝運動中⼼則有3D-Rowing划船競賽。

智聯⽻球拍系統內嵌式運動感測模組，

可分析不同擊球⽅式、揮拍速度和⼒度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3/01/17/4187650_1_1.jpg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3/01/17/4187650_2_1.jpg


2023/1/17 下午4:36 結合運動科技 新北各運動中⼼推智慧新體驗 - ⽣活 - ⾃由時報電⼦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4187650 2/3

等動作。（圖由新北市體育處提供）

球友可以戴上VR頭盔，置⾝擬真球場與
MLB等級的投⼿對決。（圖由新北市體
育處提供）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3/01/17/4187650_3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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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打造智能羽球場、未來棒球館 最快2月5日搶先體驗

2023-01-17 12:41  聯合報／  記者劉懿萱／新北即時報導

現代運動風潮盛行，新北體育處推動器材升級，運動器材不僅能有效訓練，還充滿娛樂

性。過去板橋、林口、新店、永和及汐止運動中心，已推出智能飛輪、3D-Rowing划船

競賽、 VRBOX虛擬射擊等課程。 新北體育處獲教育部補助， 分別在 新莊國民運動 中

心、三重棒球場打造智能羽球場與未來棒球館，如今硬體已完工，最快2月5日就能搶

先體驗。

新北體育處表示，新莊運動中心與台灣羽球品牌「VICTOR勝利體育」及國立成功大學

人工智能數位轉型研究中心，共同研發智聯羽球拍系統。民眾在智能羽球場上使用智聯

羽球拍，透過布建於場館及雲端的AI運算設備，感測球拍不同擊球方式、揮拍速度和力

度等動作分析，數據會即時呈現在場邊大螢幕，並立即統計場上球員的球技指標及對戰

數據，讓選手或球友了解自己打球的歷程。

三重棒球場今年與Basepara棒球學校合作，裝設AIMotion比賽數據追蹤智慧分析系

統，除可即時顯示電子好球帶，還可完整追蹤比賽數據，是棒球比賽情蒐或棒球選手訓

練不可或缺的強大利器，還比照美國大聯盟等級增設「Rapsodo數據量測儀」，可即

時完整紀錄投球和打擊的結果數據，再經過Basepara團隊專業分析，讓新北市各級棒

球學校將更貼近科技、有效訓練。

新北體育處說，喜愛棒球的民眾則可以戴上VR頭盔，置身於擬真球場，與MLB等級的

投手進行對決。而這些棒球設備將在2月5日於三重棒球場「未來棒球博覽會」登場，

8 體育

新莊運動 中 心與台灣羽球品牌「V I CTO R勝利體育」及國立成功大學人工智能數位轉型研究中 心 ，共同研發智聯羽球拍
系統。圖／新北體育處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IwNT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AB%94%E8%82%B2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E%97%E5%8F%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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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可搶先體驗。

新北市其他運動中心也有各類智能運動課程，新店運動中心的光能運動墊，透過聲光效

果、體感互動與競技遊戲等運動訓練模式，引導民眾鍛煉身體不同部位；汐止運動中心

的VRBOX虛擬射擊，具有多種情境模式，戴上VR眼鏡後讓人身歷其境。

另外，板橋、林口、新店與永和等運動中心則有沉浸式智能飛輪課程，結合沉浸式投

影，模擬及切換各種騎乘情境，並搭配心律穿戴裝置及飛輪轉速感應器，投影螢幕可顯

示運動狀況；林口運動中心的3D-Rowing划船競賽則是划船器健身器材與雲端連線競賽

結合，採用奧運的賽道設計及運鏡技巧，讓一般人也可真實體驗奧運比賽。

三重棒球場今年與B a s e pa ra棒球學校合作 ，裝設A I M ot i o n比賽數據追蹤智慧分析系統，除可即時顯
示電 子 好球帶，還可完整追蹤比賽數據。圖／新北體育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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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愛棒球的民眾可 在三重棒球場戴上 V R頭盔，置身於擬真球場，與M L B等級的投手進行對決。圖／新
北體育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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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中市建國國⼩考古體驗課程 親⼿挖掘藏在地底下的故事

2023-01-16 發佈 常維鈞(常罡) 臺中

建國國⼩

臺中市清⽔區建國國⼩新建活動中⼼位址⼯程開挖地基的過程中，經巿府文資處會同相關單位共同現場勘察，確認活動中⼼基地為中
社遺址的範圍，黃朝恭校⻑表⽰，學⽣也參與導覽課程，以及理解遺址之重要及文化內涵。
 
建國國⼩黃朝恭校⻑表⽰，學校新建活動中⼼位址⼯程開挖地基的過程中，經巿府文資處會同國立成功⼤學考古學研究所劉益昌教
授、國立⾃然科學博物館⼈類學組劉克竑教授、東海⼤學歷史學系劉超驊教授共同現場勘察，確認活動中⼼基地為中社遺址的範圍，
已於111年5⽉進⾏緊急第⼀期搶救發掘，本校學⽣也參與導覽課程，認識考古專家於考古發掘時之專業精神，以及理解遺址之重要及
文化內涵。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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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朝恭校⻑指出，由於第⼀期考古範圍有⼤量考古遺物、現象及墓葬的發現，所以再進⾏第⼆期更⼤範圍的搶救。由於學校所在區位
重要性，藉此搶救發掘計畫，創造出「當下」「現地」的教學情境，藉著第⼆期的計畫，除了中年級現場導覽的課程之外，學校教師
協同成⼤考古專業團隊，規劃⾼年級體驗挖掘的課程，讓學童在現場化⾝為⼩⼩考古學家，動⼿挖掘過程中打開不同的知識邊界。
黃朝恭校⻑強調，因為⾼年級學童已經有第⼀期導覽的先前知識，第⼆期體驗課程的規劃主要是在考古現場，運⽤各項採集的⼯具進
⾏挖掘，體驗考古的過程，參與的學童進⼈探坑拿起⼩鋤頭、⼩平鏟挖掘時，興奮的期待著⾃⼰可以有新發現。如此難得的學習經
驗，希望可永續保留在學校，將考古資產規劃到活動中⼼重新設計案，發展獨⼀具特⾊的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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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院直腸外科詹仁豪醫師。

你需要重視及注意的「⼤腸直腸癌」 國⼈⼗⼤癌症死亡率第
三名、發⽣率與年增數第⼆名 成⼤醫院資料顯⽰過半患者發
現時已是第三、四期 多有轉移

／

2023/1/17

　【記者孫紹逸／南市報導】根據衛

⽣福利部國⺠健康署健康促進統計年

報，惡性腫瘤是國⼈⼗⼤死因之⾸，

⽽⼤腸直腸癌死亡率在癌症患者中排

名第三名；癌症年報統計，⼤腸直腸

癌發⽣率是第⼆名，年增個案數也是

第⼆名。由此可知，⼤腸直腸癌是國

內亟需被重視的疾病。 　成⼤醫院直

腸外科詹仁豪醫師表⽰，根據成⼤醫

院的統計資料發現，超出1/4的⼤腸直腸癌患者初次診斷時已是第四期，也就是有遠

端轉移的情況；初次診斷為第三期患者也接近3成，這是在治療追蹤過程中有較⾼機

會產⽣遠端轉移。⼤腸直腸癌轉移的治療，對患者能否⻑期存活是相當重要。 　由

第三、第四期合計超過⼤腸直腸癌患者的半數的情形來看，詹仁豪醫師表⽰，這些

患者⼤多沒有接受過⼤腸癌篩檢。⽬前國健署補助50-74歲⺠眾，每2年進⾏1次定量

免疫法糞便潛⾎檢查，符合篩檢條件⺠眾的使⽤率卻僅約4成左右，有超過⼀半的⼈

並未接受篩檢。 　詹仁豪醫師指出，若能及早篩檢，早期診斷與治療對患者的預後

有相當⼤幫助。根據國健署統計資料，第⼆期（含）以前的⼤腸直腸癌患者以⼿術

切除為主，5年整體存活率第⼀期患者可達9成，第⼆期有將近8成；但到了第三期，

5年存活率已降⾄7成，第四期更低於2成。因此越早期診斷，對患者的⻑期存活越

好。詹仁豪醫師也提醒，若有家族病史、不明原因⾎便、排便習慣改變或是體重減

輕，都建議儘早就醫檢查。 　沒有任何慢性病史的40歲黃先⽣主訴⼤便帶有⾎絲已

數個⽉，症狀⼀直沒有改善，在地區醫院進⾏⼤腸鏡檢查發現第三期⼤腸癌及低位

直腸癌，轉診⾄成⼤醫院安排後續治療。傳統上低位直腸癌同時⼜有⼤腸癌的患

者，肛⾨的保留率偏低，但黃先⽣接受術前放療合併第三期化療，⾄直腸腫瘤變

⼩，再接受括約肌間切除⼿術以及標準⼤腸癌⼿術，保留了肛⾨，追蹤2年⾄今沒有

復發。 　詹仁豪醫師特別提到，其實黃先⽣的家族中有多⼈罹患⼤腸癌，加上他本

⾝罹癌的年紀偏輕，討論後進⾏基因檢測，發現明顯的致癌基因突變；因此也建議

家族成員進⾏罹癌風險評估的追蹤。 　詹仁豪醫師指出，⼤腸直腸癌第三、四期患

者好發遠端轉移，主要為肝臟及肺臟。以前⼀旦發⽣遠端轉移，往往被認為僅能以

藥物治療；現在則有愈來愈多的研究發現，在某些狀況下將轉移病灶切除，有助於

癌症的控制及⽣命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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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

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必須寬鬆法令及創造更友善環境，吸引移⼯來台與

留台意願，或可考慮開放移⼯家庭移⺠，提供移⺠定居各項⽀持與福

利性⽅案。

▲2022年新⽣兒出⽣⼈數為13萬8986⼈，創下光復後的新低。（圖／記者李毓康攝）

● ⽥維華／國立成功⼤學經濟系教授

國家發展委員會在2022年8⽉公布之⼈⼝推估報告中說明台灣將在2025年進入超⾼齡社

會，也就是65歲以上老年⼈⼝占總⼈⼝比率將超過20％；內政部也在2023年1⽉公布資料

指出2022年新⽣兒出⽣⼈數為13萬8986⼈，較2021年15萬3820⼈為低，且連續3年新⽣

兒出⽣數少於⼈⼝死亡數，造成台灣⼈⼝負成⻑的現象。⾯臨少⼦化及⾼齡化處境的台

灣，勞動⼒短缺及老化是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此情況不僅會影響國家之經濟成⻑，⻑久

移⺠解缺⼯》⽥維華／創造移⼯友善環境　開放移⼯
家庭移⺠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forum.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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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也會對國家競爭⼒和經濟⻑遠發展帶來隱憂，因此⾯臨少⼦化及⾼齡化挑戰的台

灣，必須對於⽬前移⼯或移⺠政策進⾏規劃，以調整勞動⼒之配置。

⽇韓開出條件更吸引移⼯　政府應松法令並創造更友善環境

▲過去，移⼯多是從事3K（危險、辛苦、骯髒）等非技術性或中低階技術類之產業。（圖／記者余
弦妙攝）

過去隨著產業變遷、教育普及和國⺠⼯作價值觀的改變，造就許多屬於三K（危險、辛

苦、骯髒）等非技術性或中低階技術類之產業，⾯臨缺⼯的問題⽽對外來移⼯有所需求。

我國政府早在1989年即正式引進移⼯，⽽後在1992年通過的《就業服務法》明文規定引

進移⼯「聘僱外國⼈⼯作，不得妨礙本國⼈的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經濟發展及社會

安定」，受限於法令規定，移⼯⼯作達⼀定年限就必須離開台灣，造成訓練好之有經驗員

⼯流失，影響⽣產⼒，甚或帶來失聯移⼯等社會問題。2022年4⽉8⽇，勞動部遂推⾏移

⼯留才久⽤⽅案，藉由留⽤外國具熟練中階技術移⼯或僑外⽣以補充國內產業⼈⼒之不

⾜，期望藉由持續推廣此政策，使申請⼈數攀升，然⽽現⾏政策在技術⾨檻規定具有較⾼

的資格標準，因此也計畫考慮放寬申請資格條件，擴⼤申請⾨檻以留⽤適合勞動⼒。除了

將移⼯留才久⽤之外，也訂定了移⼯申請在台永久居留的標準。我國移⼯主要來源多為東

南亞國家，包含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等，由於近年來這些國家經濟發展快速、國⺠

所得提⾼，再加上⽇本、南韓競爭東南亞移⼯，使得台灣使⽤移⼯填補短缺勞動⼒的構

想，在未來也會⾯臨挑戰。所以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必須寬鬆法令及創造更友善環境，吸引

移⼯來台與留台意願，或可考慮開放移⼯家庭移⺠，提供移⺠定居各項⽀持與福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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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如：教育、語⾔及專業訓練和健康保險及就業服務等，讓移⼯及其家⼈在台灣適應

與同化，創造更多就業契機。

擴⼤延攬、留⽤國際⼈才　加強國家競爭⼒

▲在台灣取得學歷的外籍⼈⼠多為具有專業知識的⽩領階級，⼜經過數年的校園⽣活，無論在語⾔
或⽣活⽅⾯都更為融入台灣社會。（圖／台灣海洋⼤學提供）

同時，除了留⽤外國中階技術移⼯以補充國內產業⼈⼒不⾜外，擴⼤延攬或留⽤國際優秀

⼈才以加強國家競爭⼒也是需要重視的⼀環。2018年2⽉施⾏之《外國專業⼈才延攬及僱

⽤法》即提出放寬對外籍⼈⼠的⼯作簽證及居留限制，並優化其保險、租稅和退休規畫

等，以吸引優秀國際⼈才落腳台灣，提升國家競爭⼒，同時政府也應提供企業相關優惠政

策，⿎勵企業提供薪資或其他福利誘因以達成此⽬標。另外，建議政府可放寬在台灣取得

⼤學以上學歷之外籍⼈⼠相關留台⼯作限制。因為在台灣取得學歷的外籍⼈⼠多為具有專

業知識的⽩領階級，⼜經過數年的校園⽣活，無論在語⾔或⽣活⽅⾯都更為融入台灣社

會，如果能增加這類⼈⼠的留台⼈數將有助我國的產業發展。

就少⼦⾼齡化、疫情研擬相關對策　開放移⼯家庭移⺠是⽅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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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緩⼈⼝老化速度、提⾼⽣育率，主管機關可⿎勵⽣育或開放移⼯家庭移⺠。（圖／記者李毓
康攝）

除了上述開放移⼯及⼯作移⺠等政策外，回歸到我國最基本的少⼦化及⾼齡化社會問題，

研擬⽣育補助及延後退休等相關政策配套也是政府未來可著墨之處。這三年，在COVID-

19疫情衝擊之下，產業缺⼯或失業問題也層出不窮，⾼科技產業對於延攬⼈才需求甚殷，

但是旅遊觀光業的員⼯卻⾯臨失業或無薪假的窘境，此種⽭盾的就業景況在疫情之前從未

⾒過。因此當下政府須考量兼顧疫情、少⼦化、⾼齡化、移⼯、我國⼈才外流及延攬國際

優秀⼈才等因素，擬定包含衛⽣福利、⼈⼝、勞動及產業不同層⾯對應之政策，例如：在

COVID-19疫情肆虐下，企業為了減少病毒傳播應運⽽⽣「在家⼯作」的新型態，企業對

勞⼯／移⼯其⼯作地點、時間、福利待遇調整的權衡及政府主管機關針對產業因應

COVID-19轉型提供補貼等。鑑於中⾼齡女性在就業與家庭照顧的兩難抉擇，政府可就移

⼯留才久⽤政策有關⻑期照顧及家庭看護政策結合⻑照2.0政策進⾏同步規劃。此外，為減

緩⼈⼝老化速度、提⾼⽣育率，主管機關須提供相關⽣育補助及兒童福利政策，⿎勵⽣育

或開放移⼯家庭移⺠等。期望各層⾯政策的結合可持續帶動國家經濟成⻑與發展，進⼀步

的提⾼⼈⺠⽣活⽔準，達到〈禮運⼤同篇〉「老有所終、壯有所⽤、幼有所⻑」的理想社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