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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博物館「臺灣⼯程教育史」獲歷任校⻑⽀持，⾄
今已推出第五檔展覽。

成⼤博物館即將實體閉館維修　3⼤主題特展4⽉底前⼀次看
／

2023/3/15

　【記者孫紹逸／南市報導】國立成

功⼤學博物館即⽇起在1樓展間聯合推

出3⼤主題特展，展出主題有：「臺灣

⼯程教育史系列展 V -建築與都市計劃

特展」、「疫苗邊界 2.0：COVID-

19 迷你疫廊」、「1643 熱蘭遮虛擬

實境：堡壘、市鎮與市⺠」，邀請全

校師⽣及校外⺠眾，把握4⽉30⽇實體

閉館維修前的時間前來參觀。

　成⼤博物館⾃ 1999 年開始籌備，2007 年 11 ⽉11 ⽇正式成立，今（2023）年即

將邁入第 16 週年。館⽅計畫於今（2023）年暑假進⾏為期兩年的實體閉館整修⼯

程。14 ⽇下午，成⼤博物館在成功校區博物館２樓舉辦3⼤主題特展聯合開幕茶會。

　成⼤助理副校⻑兼博物館館⻑吳秉聲代表沈孟儒校⻑出席特展開幕茶會時表⽰，

作為臺灣第⼀座⾃籌的⼤學博物館，成⼤博物館多年的持續經營背後蘊含著本校⾃

1931 年創校以來所有師⽣的努⼒、累積，所形成的豐厚的成果。同時彰顯成⼤作為

⼀個科學與⼈文並重的⼤學，對於⼈文教育發展的重視。⼀路⾛來，成⼤博物館以

實驗性及結合校園的⽣活、研究教學範疇為展⽰特⾊，為臺灣開拓⼀條⼤學博物館

的⼤道。本次的展覽非常多元，3檔特展不僅紀錄與發揚成⼤的校史傳統，保存校園

文化資產，也顯⽰這所⼤學作為⼀個教學研究的⽰範場域，肩負著⼤學的社會責

任，緊扣社會環境脈動，持續創新、前進，同時也不忘和臺南這個城市、⼟地相互

對話，並建立⼀個社會溝通、成就共好的平台。「我們即將在今年的夏天展開⼤規

模的修繕計劃，如果在實體建設閉館的狀態下，能持續讓博物館透過展⽰、研究、

推廣的功能不間斷，這是我們的挑戰跟機會，期待未來能以更具創新跟包容的⾓⾊

跟⼤家⾒⾯。」

　成⼤前校⻑翁鴻⼭是臺灣⼯程教育史系列展覽重要推⼿，14 ⽇下午親⾃出席特展

開幕活動。翁鴻⼭表⽰，成⼤以⼯程起家，也是臺灣最早的⼤專⼯程專業的學校，

規模也是全臺灣最⼤。⼤約10年前提出可以在成⼤設立⼯程教育史料館的構想，⾄

今已推出第5次展覽，非常感謝歷任校⻑的⽀持與⼀路以來⼀起推動的團隊。除了系

列展覽，正編纂中臺灣⼯程教育史，⽬前已出版8冊，希望今（2023）年底可以將

16 冊全部完成。

　「臺灣⼯程教育史系列展V-建築與都市計劃特展」由策展⼈成⼤博物館客座副研究

員郭美芳、副研究員蔡侑樺及成⼤都市計劃系教授孔憲法共同策展，為成⼤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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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育史研究系列展覽第5檔。

　成⼤博物館⾃ 2015 年起，逐年進⾏成⼤⼯程教育史研究。2016 年推出⾸展「⼯

程教育簡史」後，陸續推出電⼒、鐵道、船舶與港灣等⼯程相關的教育成果展覽。

「臺灣⼯程教育史系列展V - 建築與都市計劃特展」主題為建築與都市計劃，以創設

於⽇治時期臺灣最早之建築⾼等教育及其研究開端、歷經中國到臺灣的建築史發展

與轉型、美援政策的影響、結構及其系統理論與實作之紮根、綠建築的發展與推動

等內容為主軸。

　新冠肺炎爆發⾄今，快速地了解防疫觀念與科學知識，已成為個⼈⽣活與⼤眾社

會的⽇常。然⽽當資訊量爆炸，該如何篩選和吸收正確知識呢？「疫苗邊界2.0：

COVID-19迷你疫廊」策展⼈成⼤博物館助理研究員陳佳欣表⽰，本次展覽延續

2021 年「疫苗邊界─疫苗科學展」之疫苗製作原理與預防觀概念，並聚焦於新冠肺

炎及其相關防疫知識，以提問為導向，將複雜的資訊圖像化，以多元的展⽰⼿法，

讓觀展者能更了解當代社會⾼度關注議題。此外，本展為移動式展覽，相關展⽰品

易於搬遷及移動組裝，歡迎各界討論移展，發揮更⼤效益。

　1640 年代為荷治福爾摩沙發展最快速的時期，熱蘭遮堡壘於 1639 年底⼤抵完

⼯，為多功能⼤型要塞。熱蘭遮市鎮則扮演轉⼝貿易站之重要⾓⾊，其規模也不斷

擴張。「1643 熱蘭遮虛擬實境：堡壘、市鎮與市⺠」由成⼤建築系副教授黃恩宇、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鄭維中共同策展。黃恩宇表⽰，本展延續 2021 年

推出的「鯤⾸之城」特展，展場設有 VR 和 360 影片重現 1643 年熱蘭遮堡壘、市鎮

與市⺠，希望藉由與市⺠的互動，讓觀者體驗、認識當年活⽣⽣且熱鬧繁榮的熱蘭

遮市鎮。

　成⼤博物館是國內公立⼤學第⼀所正式納入學校組織規程的博物館，並以實驗

性、結合校園⽣活、研究教學範疇為展⽰特⾊，與地⽅館舍做出區隔，同時也以發

揚校史傳統、保存校園文化資產為⽬標，更以作為教學研究展⽰的場域、建立校園

與社會溝通的平台⽽努⼒。位於成功校區成⼤博物館開館時間為週⼆⾄週⽇10時⾄

17時。閉館維修期間，團隊也會以不同形式陸續推出優質展覽。「成功的起點」等

常 設 展 可 於 成 ⼤ 博 物 館 官 網 環 景 導 覽 ⼀ 睹 為 快 。

（https://museum.ncku.edu.tw/index.php）



2023/3/15 上午10:11 成⼤博物館３⼤主題特展⼀次看 | 中華⽇報|中華新聞雲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763515 1/1

成⼤博物館３⼤主題特展⼀次看
2023-03-14

成⼤博物館「1643熱蘭遮虛擬實境：堡壘、市鎮與市⺠」展覽透過VR，讓觀眾重回昔⽇熱蘭遮市
鎮。（成⼤提供）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學博物館即將進⾏為期兩年的閉館整修⼯程，在閉館前⼀次推出「台灣⼯程教育史系列展Ｖ─建築與都市計畫特展」、「疫苗邊界2.0：COVID-19迷你

疫廊」、「1643熱蘭遮虛擬實境：堡壘、市鎮與市⺠」三⼤主題特展，歡迎⺠眾把握四⽉底閉館前前去參觀。

成⼤表⽰，成⼤博物館⾃⼀九九九年開始籌備，⼆００七年⼗⼀⽉⼗⼀⽇正式成立，今年即將邁入第⼗六週年，館⽅計畫於今年暑假展開⼤規模的修繕計畫，⼯

程預計為期兩年。

成⼤博物館閉館前特別推三⼤特展，其中「台灣⼯程教育史系列展Ｖ─建築與都市計畫特展」由成⼤博物館客座副研究員郭美芳、副研究員蔡侑樺及成⼤都市計

劃系教授孔憲法共同策展，也是成⼤博物館⼯程教育史研究系列展覽第五檔。

另外，「疫苗邊界2.0：COVID-19迷你疫廊」是由成⼤博物館助理研究員陳佳欣策展，她說，本次展覽延續去年「疫苗邊界─疫苗科學展」之疫苗製作原理與

預防觀概念，並聚焦於新冠肺炎及其相關防疫知識，以多元的展⽰⼿法，讓觀展者能更了解當代社會⾼度關注議題。

「1643熱蘭遮虛擬實境：堡壘、市鎮與市⺠」由成⼤建築系副教授黃恩宇、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鄭維中共同策展。黃恩宇表⽰，延續去年的「鯤

⾸之城」特展，展場設有ＶＲ和三百六⼗度影片重現⻄元⼀六四三年熱蘭遮堡壘、市鎮與市⺠，希望藉由與市⺠的互動，讓觀者體驗、認識當年活⽣⽣且熱鬧繁

榮的熱蘭遮市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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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成⼤博物館即將實體閉館維修　3⼤主題特展4⽉底前⼀次看
Posted By: TainanTalk  三⽉ 15, 2023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國立成功⼤學博物館即⽇起在1樓展間聯合推出3⼤主題特展，展出主題有：「臺灣⼯程教育史系列展 V -建築與都市計劃特
展」、「疫苗邊界2.0：COVID-19 迷你疫廊」、「1643 熱蘭遮虛擬實境：堡壘、市鎮與市⺠」，邀請全校師⽣及校外⺠眾，把握4⽉30⽇實體閉館
維修前的時間前來參觀。

（圖說）成⼤博物館即⽇起到4⽉底推出3⼤特展。（成⼤提供）
成⼤博物館⾃ 1999 年開始籌備，2007 年 11 ⽉11 ⽇正式成立，今（2023）年即將邁入第 16 週年。館⽅計畫於今（2023）年暑假進⾏為期兩年的實
體閉館整修⼯程。14 ⽇下午，成⼤博物館在成功校區博物館２樓舉辦3⼤主題特展聯合開幕茶會。

（圖說）成⼤博物館今⽇下午舉辦3⼤特展聯合開幕茶會。（成⼤提供）
展開幕茶會時表⽰，作為臺灣第⼀座⾃籌的⼤學博物館，成⼤博物館多年的持續經營背後蘊含著本校⾃ 1931 年創校以來所有師⽣的努⼒、累積，所
形成的豐厚的成果。同時彰顯成⼤作為⼀個科學與⼈文並重的⼤學，對於⼈文教育發展的重視。⼀路⾛來，成⼤博物館以實驗性及結合校園的⽣活
研究教學範疇為展⽰特⾊，為臺灣開拓⼀條⼤學博物館的⼤道。本次的展覽非常多元，3檔特展不僅紀錄與發揚成⼤的校史傳統，保存校園文化資
產，也顯⽰這所⼤學作為⼀個教學研究的⽰範場域，肩負著⼤學的社會責任，緊扣社會環境脈動，持續創新、前進，同時也不忘和臺南這個城市、
地相互對話，並建立⼀個社會溝通、成就共好的平台。「我們即將在今年的夏天展開⼤規模的修繕計劃，如果在實體建設閉館的狀態下，能持續讓
物館透過展⽰、研究、推廣的功能不間斷，這是我們的挑戰跟機會，期待未來能以更具創新跟包容的⾓⾊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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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博物館「臺灣⼯程教育史」獲歷任校⻑⽀持，⾄今已推出第五檔展覽。（左起成⼤前校⻑翁鴻⼭、成⼤前校⻑蘇慧貞、成⼤助理副校
兼博物館館⻑吳秉聲）。（成⼤提供）
成⼤前校⻑翁鴻⼭是臺灣⼯程教育史系列展覽重要推⼿，14 ⽇下午親⾃出席特展開幕活動。翁鴻⼭表⽰，成⼤以⼯程起家，也是臺灣最早的⼤專⼯
程專業的學校，規模也是全臺灣最⼤。⼤約10年前提出可以在成⼤設立⼯程教育史料館的構想，⾄今已推出第5次展覽，非常感謝歷任校⻑的⽀持與
⼀路以來⼀起推動的團隊。除了系列展覽，正編纂中臺灣⼯程教育史，⽬前已出版8冊，希望今（2023）年底可以將 16 冊全部完成。

（圖說）成⼤助理副校⻑兼博物館館⻑吳秉聲期待未來博物館能以更具創新跟包容的⾓⾊跟⼤家⾒⾯。（記者鄭德政攝）
「臺灣⼯程教育史系列展V-建築與都市計劃特展」由策展⼈成⼤博物館客座副研究員郭美芳、副研究員蔡侑樺及成⼤都市計劃系教授孔憲法共同策
展，為成⼤博物館⼯程教育史研究系列展覽第5檔。
成⼤博物館⾃ 2015 年起，逐年進⾏成⼤⼯程教育史研究。2016 年推出⾸展「⼯程教育簡史」後，陸續推出電⼒、鐵道、船舶與港灣等⼯程相關的教
育成果展覽。「臺灣⼯程教育史系列展V – 建築與都市計劃特展」主題為建築與都市計劃，以創設於⽇治時期臺灣最早之建築⾼等教育及其研究開
端、歷經中國到臺灣的建築史發展與轉型、美援政策的影響、結構及其系統理論與實作之紮根、綠建築的發展與推動等內容為主軸。
新冠肺炎爆發⾄今，快速地了解防疫觀念與科學知識，已成為個⼈⽣活與⼤眾社會的⽇常。然⽽當資訊量爆炸，該如何篩選和吸收正確知識呢？「疫
苗邊界2.0：COVID-19迷你疫廊」策展⼈成⼤博物館助理研究員陳佳欣表⽰，本次展覽延續 2021 年「疫苗邊界─疫苗科學展」之疫苗製作原理與預
防觀概念，並聚焦於新冠肺炎及其相關防疫知識，以提問為導向，將複雜的資訊圖像化，以多元的展⽰⼿法，讓觀展者能更了解當代社會⾼度關注
題。此外，本展為移動式展覽，相關展⽰品易於搬遷及移動組裝，歡迎各界討論移展，發揮更⼤效益。
1640年代為荷治福爾摩沙發展最快速的時期，熱蘭遮堡壘於 1639 年底⼤抵完⼯，為多功能⼤型要塞。熱蘭遮市鎮則扮演轉⼝貿易站之重要⾓⾊，其
規模也不斷擴張。「1643 熱蘭遮虛擬實境：堡壘、市鎮與市⺠」由成⼤建築系副教授黃恩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鄭維中共同策展。
黃恩宇表⽰，本展延續 2021 年推出的「鯤⾸之城」特展，展場設有 VR 和 360 影片重現 1643 年熱蘭遮堡壘、市鎮與市⺠，希望藉由與市⺠的互
動，讓觀者體驗、認識當年活⽣⽣且熱鬧繁榮的熱蘭遮市鎮。
成⼤博物館是國內公立⼤學第⼀所正式納入學校組織規程的博物館，並以實驗性、結合校園⽣活、研究教學範疇為展⽰特⾊，與地⽅館舍做出區隔
同時也以發揚校史傳統、保存校園文化資產為⽬標，更以作為教學研究展⽰的場域、建立校園與社會溝通的平台⽽努⼒。位於成功校區成⼤博物館
館時間為週⼆⾄週⽇10時⾄17時。閉館維修期間，團隊也會以不同形式陸續推出優質展覽。「成功的起點」等常設展可於成⼤博物館官網環景導覽
⼀睹為快。（https://museum.ncku.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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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博物館將閉館兩年整修 4月底前最後一檔特展今開幕

2023-03-14 17:59  聯合報／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將展開為期兩年的閉館整修工程，閉館之前最後一檔展出，一口氣

推出3項主題特展，分別是「台灣工程教育史系列展V-建築與都市計劃特展」、「疫苗

邊界2.0:COVID-19迷你疫廊」、「1643熱蘭遮虛擬實境：堡壘、市鎮與市民」，歡迎

民眾在4月30日閉館前來參觀。

成大表示，博物館自1999年開始籌備，2007年11月11日正式成立，今年即將邁入第16

周年，館方計畫於今年暑假展開為期兩年的實體閉館整修工程，4月30日之後就將暫時

關閉。

博物館表示，本次展覽非常多元，3檔特展不僅紀錄與發揚成大的校史傳統，保存校園

文化資產，也彰顯大學作為一個教學研究的示範場域，肩負著社會責任，緊扣社會環境

脈動，持續創新、前進，同時也不忘和台南這個城市、土地相互對話，並建立一個社會

溝通、成就共好的平台。

成大前校長翁鴻山是台灣工程教育史系列展覽重要推手，今天出席特展開幕活動。翁鴻

山表示，成大以工程起家，也是台灣最早的大專工程專業的學校，規模也是全台最大。

成 大博物館即將閉館兩年整修，閉館前一口氣推出 3項特展，今天舉辦開幕儀式。圖／成 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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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10年前提出可以在成大設立工程教育史料館的構想，至今已推出第5次展覽，現正

編纂台灣工程教育史，已出版8冊，希望今年底可以將16冊全部完成。

「台灣工程教育史系列展V-建築與都市計劃特展」由策展人成大博物館客座副研究員郭

美芳、副研究員蔡侑樺及成大都市計劃系教授孔憲法共同策展，為成大博物館工程教育

史研究系列展覽第5檔。

成大博物館自2015年起，逐年進行成大工程教育史研究。2016 年推出首展「工程教育

簡史」後，陸續推出電力、鐵道、船舶與港灣等工程相關的教育成果展覽。「台灣工程

教育史系列展V - 建築與都市計劃特展」主題為建築與都市計劃，以創設於日治時期台

灣最早之建築高等教育及其研究開端、歷經中國到台灣的建築史發展與轉型、美援政策

的影響、結構及其系統理論與實作之紮根、綠建築的發展與推動等內容為主軸。

新冠肺炎爆發至今，快速地了解防疫觀念與科學知識，已成為個人生活與大眾社會的日

常。然而當資訊量爆炸，該如何篩選和吸收正確知識呢？「疫苗邊界2.0:COVID-19迷你

疫廊」策展人成大博物館助理研究員陳佳欣表示，展覽延續2021年「疫苗邊界─疫苗

科學展」之疫苗製作原理與預防觀概念，並聚焦於新冠肺炎及其相關防疫知識，以提問

為導向，將複雜的資訊圖像化，以多元的展示手法，讓觀展者能更了解當代社會高度關

注議題。此外，本展為移動式展覽，相關展示品易於搬遷及移動組裝，歡迎各界討論移

展，發揮更大效益。

1640年代為荷治福爾摩沙發展最快速的時期，熱蘭遮堡壘於1639年底大抵完工，為多

功能大型要塞。熱蘭遮市鎮則扮演轉口貿易站之重要角色，其規模也不斷擴張。「164

3熱蘭遮虛擬實境：堡壘、市鎮與市民」由成大建築系副教授黃恩宇、中央研究院台灣

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鄭維中共同策展。黃恩宇表示，展覽延續2021年推出的「鯤首之

城」特展，展場設有VR和360影片，重現1643年熱蘭遮堡壘、市鎮與市民，希望藉由

與市民的互動，讓觀者體驗、認識當年活生生且熱鬧繁榮的熱蘭遮市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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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大博物館即將閉館兩年整修，閉館前一口氣推出 3項特展，今天舉辦開幕儀式。圖／成 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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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博物館將閉館維修　3⼤主題特展4⽉底前⼀次看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3-03-15 07:20

成功⼤學博物館即⽇起，在1樓展間聯合推出3⼤主題特展，展出主題有：「臺灣

⼯程教育史系列展V-建築與都市計劃特展」、「疫苗邊界2.0：COVID-19迷你疫

廊」、「1643熱蘭遮虛擬實境：堡壘、市鎮與市⺠」，邀請全校師⽣及校外⺠

眾，把握4⽉30⽇實體閉館維修前的時間前來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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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博物館⾃1999年開始籌備，2007年11⽉11⽇正式成立，今年即將邁入第16

週年。館⽅計畫於今年暑假進⾏為期2年的實體閉館整修⼯程，3/14下午，成⼤博

物館在成功校區博物館2樓舉辦3⼤主題特展聯合開幕茶會。

成⼤助理副校⻑兼博物館館⻑吳秉聲，代表沈孟儒校⻑出席特展開幕茶會時表

⽰，作為臺灣第⼀座⾃籌的⼤學博物館，成⼤博物館多年的持續經營背後蘊含著

⾃1931年創校以來所有師⽣的努⼒、累積，所形成的豐厚的成果。

成⼤博物館即將在今年的夏天展開⼤規模的修繕計劃，如果在實體建設閉館的狀

態下，能持續讓博物館透過展⽰、研究、推廣的功能不間斷，這是我們的挑戰跟

機會，期待未來能以更具創新跟包容的⾓⾊跟⼤家⾒⾯。

成⼤前校⻑翁鴻⼭是臺灣⼯程教育史系列展覽重要推⼿，親⾃出席特展開幕活動

表⽰，成⼤以⼯程起家，也是臺灣最早的⼤專⼯程專業的學校，規模也是全臺灣

最⼤。除了系列展覽，正編纂中臺灣⼯程教育史，⽬前已出版8冊，希望今年底可

以將16冊全部完成。

「臺灣⼯程教育史系列展V-建築與都市計劃特展」由策展⼈成⼤博物館客座副研

究員郭美芳、副研究員蔡侑樺及成⼤都市計劃系教授孔憲法共同策展，為成⼤博

物館⼯程教育史研究系列展覽第5檔。

「疫苗邊界2.0：COVID-19迷你疫廊」策展⼈成⼤博物館助理研究員陳佳欣表

⽰，本次展覽延續2021年「疫苗邊界─疫苗科學展」之疫苗製作原理與預防觀概

念，並聚焦於新冠肺炎及其相關防疫知識，以提問為導向，將複雜的資訊圖像

化，以多元的展⽰⼿法，讓觀展者能更了解當代社會⾼度關注議題。

「1643熱蘭遮虛擬實境：堡壘、市鎮與市⺠」由成⼤建築系副教授黃恩宇、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鄭維中共同策展。黃恩宇表⽰，本展延續2021 年推

出的「鯤⾸之城」特展，展場設有VR和 360影片重現1643年熱蘭遮堡壘、市鎮與

市⺠，希望藉由與市⺠的互動，讓觀者體驗、認識當年活⽣⽣且熱鬧繁榮的熱蘭

遮市鎮。

位於成功校區成⼤博物館開館時間為週⼆⾄週⽇10時⾄17時。閉館維修期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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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也會以不同形式陸續推出優質展覽。「成功的起點」等常設展可於成⼤博物館

官網環景導覽⼀睹為快。（https://museum.ncku.edu.tw/index.php

(https://museum.ncku.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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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博物館將實體閉館維修  3大主題特展4/30前一次
看

2023-03-14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即日起在1樓展間聯合推出3大主題特

展，展出主題有：「臺灣工程教育史系列展 V -建築與都市計劃特展」、「疫苗邊界2.0：COVID-19 迷

你疫廊」、「1643 熱蘭遮虛擬實境：堡壘、市鎮與市民」，邀請全校師生及校外民眾，把握4月30日

實體閉館維修前時間前來參觀。

成大博物館自1999年開始籌備，2007年11月11日正式成立，今(2023)年即將邁入第16週年；館方計畫

於今(2023)年暑假進行為期2年實體閉館整修工程；14日下午，成大博物館在成功校區博物館2樓舉辦3

大主題特展聯合開幕茶會。

成大助理副校長兼博物館館長吳秉聲代表沈孟儒校長出席特展開幕茶會表示，作為臺灣第1座自籌大

學博物館，成大博物館多年持續經營背後蘊含著本校自1931年創校以來所有師生努力、累積，所形成

豐厚成果；同時彰顯成大作為一個科學與人文並重大學，對於人文教育發展重視；一路走來，成大博

物館以實驗性及結合校園生活、研究教學範疇為展示特色，為臺灣開拓一條大學博物館大道；本次展

覽非常多元，3檔特展不僅紀錄與發揚成大校史傳統，保存校園文化資產，也顯示這所大學作為一個

教學研究示範場域，肩負著大學社會責任，緊扣社會環境脈動，持續創新、前進，同時也不忘和臺南

這個城市、土地相互對話，並建立一個社會溝通、成就共好平台。「我們即將在今年的夏天展開大規

模修繕計劃，如果在實體建設閉館狀態下，能持續讓博物館透過展示、研究、推廣功能不間斷，這是

我們挑戰跟機會，期待未來能以更具創新跟包容角色跟大家見面。」

成大前校長翁鴻山是臺灣工程教育史系列展覽重要推手，14日下午親自出席特展開幕活動。翁鴻山表

示，成大以工程起家，也是臺灣最早的大專工程專業學校，規模也是全臺灣最大；大約10年前提出可

以在成大設立工程教育史料館構想，至今已推出第5次展覽，非常感謝歷任校長支持與一路以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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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團隊；除了系列展覽，正編纂中臺灣工程教育史，目前已出版8冊，希望今(2023)年底可以將16冊

全部完成。

「臺灣工程教育史系列展V-建築與都市計劃特展」由策展人成大博物館客座副研究員郭美芳、副研究

員蔡侑樺及成大都市計劃系教授孔憲法共同策展，為成大博物館工程教育史研究系列展覽第5檔。

成大博物館自2015年起，逐年進行成大工程教育史研究；2016年推出首展「工程教育簡史」後，陸續

推出電力、鐵道、船舶與港灣等工程相關教育成果展覽；「臺灣工程教育史系列展V - 建築與都市計

劃特展」主題為建築與都市計劃，以創設於日治時期臺灣最早之建築高等教育及其研究開端、歷經中

國到臺灣建築史發展與轉型、美援政策影響、結構及其系統理論與實作之紮根、綠建築發展與推動等

內容為主軸。

新冠肺炎爆發至今，快速地了解防疫觀念與科學知識，已成為個人生活與大眾社會日常；然而當資訊

量爆炸，該如何篩選和吸收正確知識呢？「疫苗邊界2.0：COVID-19迷你疫廊」策展人成大博物館助

理研究員陳佳欣表示，本次展覽延續2021年「疫苗邊界─疫苗科學展」之疫苗製作原理與預防觀概

念，並聚焦於新冠肺炎及其相關防疫知識，以提問為導向，將複雜的資訊圖像化，以多元展示手法，

讓觀展者能更了解當代社會高度關注議題；此外，本展為移動式展覽，相關展示品易於搬遷及移動組

裝，歡迎各界討論移展，發揮更大效益。

1640年代為荷治福爾摩沙發展最快速時期，熱蘭遮堡壘於1639年底大抵完工，為多功能大型要塞；熱

蘭遮市鎮則扮演轉口貿易站之重要角色，其規模也不斷擴張。

「1643 熱蘭遮虛擬實境：堡壘、市鎮與市民」由成大建築系副教授黃恩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鄭維中共同策展。黃恩宇表示，本展延續2021年推出「鯤首之城」特展，展場設有VR和360

影片重現1643年熱蘭遮堡壘、市鎮與市民，希望藉由與市民互動，讓觀者體驗、認識當年活生生且熱

鬧繁榮熱蘭遮市鎮。

成大博物館是國內公立大學第一所正式納入學校組織規程博物館，並以實驗性、結合校園生活、研究

教學範疇為展示特色，與地方館舍做出區隔，同時也以發揚校史傳統、保存校園文化資產為目標，更

以作為教學研究展示場域、建立校園與社會溝通平台而努力；位於成功校區成大博物館開館時間為週

二至週日10時至17時；閉館維修期間，團隊也會以不同形式陸續推出優質展覽。「成功的起點」等常

設展可於成大博物館官網環景導覽一睹為快。(https://museum.ncku.edu.tw/index.php)

https://museum.ncku.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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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博館實體將閉館維修  4/30前3大主題特展一次看

2023-03-14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即日起在1樓展間聯合推出

3大主題特展，展出主題有：「臺灣工程教育史系列展 V -建築與都市計劃特展」、「疫苗邊

界2.0：COVID-19 迷你疫廊」、「1643 熱蘭遮虛擬實境：堡壘、市鎮與市民」，邀請全校

師生及校外民眾，把握4月30日實體閉館維修前時間前來參觀。

成大博物館自1999年開始籌備，2007年11月11日正式成立，今(2023)年即將邁入第16週年；

館方計畫於今(2023)年暑假進行為期2年實體閉館整修工程；14日下午，成大博物館在成功

校區博物館2樓舉辦3大主題特展聯合開幕茶會。

成大助理副校長兼博物館館長吳秉聲代表沈孟儒校長出席特展開幕茶會表示，作為臺灣第1

座自籌大學博物館，成大博物館多年持續經營背後蘊含著本校自1931年創校以來所有師生努

力、累積，所形成豐厚成果；同時彰顯成大作為一個科學與人文並重大學，對於人文教育發

展重視；一路走來，成大博物館以實驗性及結合校園生活、研究教學範疇為展示特色，為臺

灣開拓一條大學博物館大道；本次展覽非常多元，3檔特展不僅紀錄與發揚成大校史傳統，

保存校園文化資產，也顯示這所大學作為一個教學研究示範場域，肩負著大學社會責任，緊

扣社會環境脈動，持續創新、前進，同時也不忘和臺南這個城市、土地相互對話，並建立一

個社會溝通、成就共好平台。「我們即將在今年的夏天展開大規模修繕計劃，如果在實體建

設閉館狀態下，能持續讓博物館透過展示、研究、推廣功能不間斷，這是我們挑戰跟機會，

期待未來能以更具創新跟包容角色跟大家見面。」

成大前校長翁鴻山是臺灣工程教育史系列展覽重要推手，14日下午親自出席特展開幕活動。

翁鴻山表示，成大以工程起家，也是臺灣最早的大專工程專業學校，規模也是全臺灣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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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10年前提出可以在成大設立工程教育史料館構想，至今已推出第5次展覽，非常感謝歷

任校長支持與一路以來一起推動團隊；除了系列展覽，正編纂中臺灣工程教育史，目前已出

版8冊，希望今(2023)年底可以將16冊全部完成。

「臺灣工程教育史系列展V-建築與都市計劃特展」由策展人成大博物館客座副研究員郭美

芳、副研究員蔡侑樺及成大都市計劃系教授孔憲法共同策展，為成大博物館工程教育史研究

系列展覽第5檔。

成大博物館自2015年起，逐年進行成大工程教育史研究；2016年推出首展「工程教育簡史」

後，陸續推出電力、鐵道、船舶與港灣等工程相關教育成果展覽；「臺灣工程教育史系列展

V - 建築與都市計劃特展」主題為建築與都市計劃，以創設於日治時期臺灣最早之建築高等

教育及其研究開端、歷經中國到臺灣建築史發展與轉型、美援政策影響、結構及其系統理論

與實作之紮根、綠建築發展與推動等內容為主軸。

新冠肺炎爆發至今，快速地了解防疫觀念與科學知識，已成為個人生活與大眾社會日常；然

而當資訊量爆炸，該如何篩選和吸收正確知識呢？「疫苗邊界2.0：COVID-19迷你疫廊」策

展人成大博物館助理研究員陳佳欣表示，本次展覽延續2021年「疫苗邊界─疫苗科學展」之

疫苗製作原理與預防觀概念，並聚焦於新冠肺炎及其相關防疫知識，以提問為導向，將複雜

的資訊圖像化，以多元展示手法，讓觀展者能更了解當代社會高度關注議題；此外，本展為

移動式展覽，相關展示品易於搬遷及移動組裝，歡迎各界討論移展，發揮更大效益。

1640年代為荷治福爾摩沙發展最快速時期，熱蘭遮堡壘於1639年底大抵完工，為多功能大型

要塞；熱蘭遮市鎮則扮演轉口貿易站之重要角色，其規模也不斷擴張。

「1643 熱蘭遮虛擬實境：堡壘、市鎮與市民」由成大建築系副教授黃恩宇、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鄭維中共同策展。黃恩宇表示，本展延續2021年推出「鯤首之城」特

展，展場設有VR和360影片重現1643年熱蘭遮堡壘、市鎮與市民，希望藉由與市民互動，讓

觀者體驗、認識當年活生生且熱鬧繁榮熱蘭遮市鎮。

成大博物館是國內公立大學第一所正式納入學校組織規程博物館，並以實驗性、結合校園生

活、研究教學範疇為展示特色，與地方館舍做出區隔，同時也以發揚校史傳統、保存校園文

化資產為目標，更以作為教學研究展示場域、建立校園與社會溝通平台而努力；位於成功校

區成大博物館開館時間為週二至週日10時至17時；閉館維修期間，團隊也會以不同形式陸續

推出優質展覽。「成功的起點」等常設展可於成大博物館官網環景導覽一睹為快。

(https://museum.ncku.edu.tw/index.php)

https://museum.ncku.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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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博物館將整修 閉館前推出三⼤主題特展
2023/3/14 18:10（3/14 18:21 更新）

國立成功⼤學博物館預定暑假起展開為期2年的實體閉館整修⼯程，閉館前推出3⼤主題特展，14⽇開
幕。（成功⼤學提供）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傳真 112年3⽉14⽇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4⽇電）國立成功⼤學博物館今年邁入第16年，校⽅預定

暑假起展開為期2年的實體閉館整修⼯程，閉館前推出包括「1643熱蘭遮虛擬實境」

等三⼤主題特展，展期⾄4⽉30⽇。

成⼤博物館閉館維修前推出「台灣⼯程教育史系列展V-建築與都市計劃特展」、「疫

苗邊界2.0：COVID- 19迷你疫廊」、「1643熱蘭遮虛擬實境：堡壘、市鎮與市⺠」

等三⼤主題特展今天開幕。

成⼤發布新聞稿指出，成⼤博物館1999年開始籌備，2007年11⽉11⽇正式成立，今

年邁入第16年；館⽅預定暑假起展開為期2年的實體閉館整修⼯程，期待未來以更具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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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和包容⾓⾊相⾒。

成⼤表⽰，「台灣⼯程教育史系列展V-建築與都市計劃特展」，是成⼤博物館⼯程教

育史研究系列展覽第5檔，主題是建築與都市計劃，主軸涵蓋創設於⽇治時期台灣最

早建築⾼等教育及研究開端、歷經中國到台灣的建築史發展與轉型、美援政策的影

響、結構及系統理論與實作紮根、綠建築發展與推動等。

「疫苗邊界2.0：COVID-19迷你疫廊」延續2021年「疫苗邊界─疫苗科學展」的疫

苗製作原理與預防觀概念，聚焦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及相關防疫知識，

以提問為導向，將複雜資訊圖像化，多元展⽰當代社會⾼度關注議題。

「1643熱蘭遮虛擬實境：堡壘、市鎮與市⺠」延續2021年「鯤⾸之城」特展，展場

設有VR和360影片，重現1643年熱蘭遮堡壘、市鎮與市⺠，體驗當年活⽣⽣且熱鬧

繁榮的熱蘭遮市鎮。（編輯：孫承武）112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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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成⼤博物館將進⾏⼆年整修 閉館前推出三⼤主題特展

2023-03-15 發佈 林祺宏 ⾼雄

成⼤博物館 閉館

國立成功⼤學博物館即⽇起在1樓展間聯合推出3⼤主題特展，展出主題有：「臺灣⼯程教育史系列展 V -建築與都市計劃特展」、
「疫苗邊界2.0：COVID-19 迷你疫廊」、「1643 熱蘭遮虛擬實境：堡壘、市鎮與市⺠」。
 
成⼤博物館⾃ 1999 年開始籌備，今年即將邁入第 16 週年。館⽅計畫於今年暑假進⾏為期兩年的實體閉館整修⼯程。學校邀請全校
師⽣及校外⺠眾，把握4⽉30⽇實體閉館維修前的時間前來參觀。

成⼤博物館「臺灣⼯程教育史」獲歷任校⻑⽀持，⾄今已推出第五檔展覽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A4%A7%E5%8D%9A%E7%89%A9%E9%A4%A8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9%96%89%E9%A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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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85年歷史的成⼤附⼯將從8⽉起停招，⾛入歷史。(成⼤提供／曹婷婷台南傳真)

三校資源整合！台南高工改隸成功大學 8月1日掛牌
中時 曹婷婷13:25 2023/03/15

國立台南⾼⼯改隸國立成功⼤學案獲教育部核定，8⽉1⽇將正式掛牌，更名為「國立成功⼤學附屬台南⼯業⾼級中等

學校」，簡稱為「國立成⼤附屬南⼯」，並與成⼤附⼯合併，成立85年的成⼤附⼯也將從8⽉起停招，⾛入歷史。

成⼤副校⻑李俊璋表⽰，兩校從2013年校務會議通過併校後，歷經10年漫⻑程序，終在3⽉13⽇正式核准，期許整合

三校資源，提升南部地區技術型⾼中教學品質，共創多贏。

李俊璋表⽰，兩校合併還有很多細節待協商，將成立改隸⼯作⼩組，由成⼤教務處、師培中⼼、產創總中⼼、研發

處、總務處、主計室、⼈事室等⾏政單位組成予以協助，最重要是在南⼯教學實習、實驗研究等⽅⾯，投入成⼤資

源，⽽每學年也將挹注2500萬元給南⼯。

台南⾼⼯培育出許文龍等多位電機、電⼦產業優秀⼈才，很多學⽣家⻑關⼼台南⾼⼯併入成⼤後，未來招⽣是否有優

勢？李俊璋表⽰，升⼤學管道多元，將提供⼤學不分系與特殊選才、繁星的名額，依規定，⼤學的名額要對所有⾼中

職公平開放，不能獨厚某⼀學校，但兩校合併後未來兩校緊密合作，對南⼯學⽣直升成⼤⼀定有某種程度的幫助，但

原則上招⽣仍是公平的。

任內參與此案最多的成⼤前校⻑蘇慧貞表⽰，透過技職教育與⾼等教育的資源整合，成功⼤學與台南⾼⼯將共同帶動

新的技術⼈才培育典範，更完整建構教育體系，深耕產業所需，實踐共同育才的⽬標。

成⼤與台南⾼⼯針對改隸銜名、經費編列、教學資源分享、教職員⽣權益保障、未來規畫等議題，陸續舉辦過9次協

商流座談會與6次校內教職員⼯座談會，凝聚共識，並曾由成⼤與台南⾼⼯共同辦理公聽會，邀請教育部國教署、台

南市政府、⺠代、社會賢達⼈⼠、校友會等交流，獲得正⾯回響。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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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併入成⼤8⽉掛牌 成⼤附⼯⾛入歷史
2023/3/15 11:52（3/15 12:00 更新）

成功⼤學15⽇表⽰，教育部已核定台南⾼⼯併入成⼤，8⽉1⽇掛牌更名為「國立成功⼤學附屬台南⼯業
⾼級中等學校」，簡稱「國立成⼤附屬南⼯」。（圖取⾃Google地圖網⾴google.com/maps）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5⽇電）成功⼤學今天表⽰，教育部已核定台南⾼⼯併入

成⼤，8⽉1⽇掛牌更名為「國立成功⼤學附屬台南⼯業⾼級中等學校」，簡稱「國

立成⼤附屬南⼯」，成⼤附⼯則停招⾛入歷史。

國立台南⾼級⼯業職業學校（台南⾼⼯）併入成⼤，已協商多年，兩校2013年校務

會議通過併校後，歷經10年漫⻑程序，今年1⽉31⽇實地訪視及召開審查會議，最後

確認呈報教育部，3⽉13⽇正式核定，並通過南⼯改隸後校名及掛牌⽇期。

成⼤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國立台南⾼級⼯業職業學校改隸國立成功⼤學案，已獲教

育部核定，8⽉1⽇掛牌，更名為「國立成功⼤學附屬台南⼯業⾼級中等學校」，簡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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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國立成⼤附屬南⼯」，且和成⼤附⼯合併，成⼤附⼯將⾃8⽉起停招，⾛入歷

史。

成⼤副校⻑李俊璋表⽰，配合南⼯合併，成⼤附⼯（國立成功⼤學附設⾼級⼯業職業

進修學校）將⾃8⽉起停招，⽬前在校⽣8⽉後可領取國立成⼤附屬南⼯畢業證書。

李俊璋說，兩校合併還有很多細節待協商，將成立改隸⼯作⼩組協助，成⼤將在南⼯

教學實習、實驗研究等⽅⾯投入資源，每學年挹注新台幣2500萬元。

李俊璋表⽰，⽬前升⼤學管道是多元的，提供⼤學不分系與特殊選才、繁星名額，⼤

學名額要對所有⾼中職公平開放，不能獨厚某⼀學校，兩校合併後將緊密合作，對南

⼯學⽣直升成⼤⼀定有某種程度的幫助，但原則上招⽣仍是公平的。

成功⼤學和台南⾼⼯互動始於2012年3⽉16⽇，成⼤⾏政主管列席台南⾼⼯校務會

議，表達台南⾼⼯如改隸附屬成功⼤學，可享正向教育資源，提昇兩校整體競爭⼒，

並於校務會議成立「南⼯與成功⼤學合併改隸研議⼩組」，開始建立近、中、遠程⽬

標。

位於台南市永康區的國立台南⾼級⼯業職業學校，簡稱台南⾼⼯或南⼯，創立於⽇治

1941年，原名「台南州立台南⼯業學校」，修業年限5年，1945年⼆次⼤戰結束，

改為台灣省立台南⼯業職業學校，修業年限3年，1951年改稱為台灣省立台南⾼級⼯

業職業學校。

成⼤附⼯於⽇治1938年創立，原名「台灣總督府台南州立專修⼯業學校」，和1931

年成立的台灣總督府台南⾼等⼯業學校（成功⼤學）共⽤師資及設備，1945年更名

「台灣省立台南⼯業專科學校附設初級⼯業職業學校」，1971年再隨成功⼤學改為

國立⽽更名為「國立成功⼤學附設⾼級⼯業職業補習學校」。（編輯：郭諭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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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將改隸國立成功⼤學 8⽉1⽇正式掛牌
2023-03-15

成⼤附⼯則將⾃今年8⽉起停招，⾛入歷史。（成⼤提供）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國立台南⾼級⼯業職業學校改隸國立成功⼤學案已獲教育部核定，將於8⽉1⽇正式掛牌，更名為「國立成功⼤學附屬台南⼯業⾼級中等學校」，簡稱為「國立成

⼤附屬南⼯」，並與成⼤附⼯合併，已成立85年的成⼤附⼯則將⾃8⽉起停招，⾛入歷史。

成功⼤學與台南⾼⼯的積極互動始於2012年3⽉16⽇，由台南⾼⼯時任校⻑李燦榮率領主管拜訪成⼤時任校⻑黃煌煇，進⾏第⼀次交流座談；隨後成功⼤學相

關⾏政主管列席台南⾼⼯校務會議，表達台南⾼⼯如改隸附屬成功⼤學，可享正向教育資源，提升兩校整體競爭⼒。

兩校於2013年校務會議通過併校後，歷經10年漫⻑程序，教育部終於在3⽉13⽇正式核准，並通過南⼯改隸後的校名及掛牌⽇期。新校名為「國立成功⼤學附

屬台南⼯業⾼級中等學校」，預計今年8⽉1⽇正式掛牌，同時將成⼤附⼯併入，藉由改隸合併，整合三校資源，以提升南部地區技術型⾼中教學品質。

成⼤副校⻑李俊璋表⽰，兩校合併還有很多細節待協商，將成立改隸⼯作⼩組，由成⼤教務處、師培中⼼、產創總中⼼、研發處等⾏政單位組成予以協助，最重

要是在南⼯教學實習、實驗研究等⽅⾯，投入成⼤資源，⽽每學年也將挹注兩千五百萬元給南⼯。

很多學⽣家⻑關⼼台南⾼⼯併入成⼤後，未來招⽣是否有優勢，李俊璋表⽰，⽬前升⼤學的管道是多元的，將提供⼤學不分系與特殊選才、繁星的名額，依規定

⼤學的名額要對所有⾼中職公平開放，不能獨厚某⼀學校，但兩校合併後未來兩校緊密合作，對南⼯學⽣直升成⼤⼀定有某種程度的幫助，但原則上招⽣仍是公

平的。

另外，配合南⼯合併，成⼤附⼯將⾃8⽉起停招，⽬前在校⽣若在今年8⽉之後畢業，可以領取國立成⼤附屬南⼯的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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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高工將與成大併校　今年8月改名「成大附屬南工」掛

牌招生

上報快訊／張詠詠  2023年03月15日 11:33:00

教育部核定，南工將與成大併校，今年８月正式掛牌。（合成畫面）

國立成功大學從102學年度開始，校務會議就以高票通過「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改隸為 成功大學附屬單位，經歷多 年協商，終於獲教育部核定，並決定在今

年 8 月 1 日 正式掛牌， 更名為「國立成功大學附屬台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簡稱

「成大附屬南工」，而成立將近85年的成大附工則將在8月停招，正式走入歷史。

 

成 大校長沈孟儒對於南工併入 成 大表達歡迎，並強調未來 會協助南工爭取更 多資

源，至於 是否還會 有其他學校接續併入 成 大？沈孟儒說明 ， 在少子化下 ，集中資源

是有利發展的，但併校要雙方情願，並且要慢慢談。

 

許多 家長關 心 台南高工併入 成 大 ，未來招生 是否有優勢，對此， 成 大副校長李俊璋

表示，目前升大學的管道是 多元的 ，將針對南工提供大學不 分系名額與特殊選才、

繁星的名額，但依規定大學的名額要對所 有高中職公 平 開放， 不 能獨厚某一學校，

但兩校合併後未來兩校緊密合作 ，對南工學生直升成 大 一定有某種程度的幫助，但

原則上招生仍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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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璋說明 ，配合南工合併， 成 大附工（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

校）將自8月起停招，目前在校生8月後可以領取成大附屬南工的畢業證書。

 

兩校自 2013 年校務會議通過併校後，歷經波折與漫長程序， 最終在 3 月 13 日 正式核

准，並通過改隸後的校名，及掛牌日期。李俊璋也強調，兩校合併還有很多細節待

協商，將成立改隸工作 小組，由成 大教務長與師培中 心等單位協助， 最重要 是 在南

工教學、實習、實驗與研究方面等，投入成大資源，而每學年也將挹注2500萬元給

南工。

 

大學併校的議題近年 來備受關注，包含高雄大學與中山大學合併、 台科大與華夏科

大整併等，都還在協商當中 。據了解，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之前也有談到與成 大

併校， 不過去年 台南護專校務會議討論後未通過；及國立台南大學與台南藝術大

學，兩校學生人數都較少，未來可能有機會併校，但尚未開始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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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附工建校85年走入歷史！　合併台南高工改隸成功大學
ctwant.com/article/244437

記者：中國時報曹婷婷 2023-03-15　14:28

有85年歷史的成大附工將從8月起停招，走入歷史。（成大提供／曹婷婷台南傳真）

國立台南高工改隸國立成功大學案獲教育部核定，8月1日將正式掛牌，更名為「國立成功
大學附屬台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簡稱為「國立成大附屬南工」，並與成大附工合併，
成立85年的成大附工也將從8月起停招，走入歷史。

成大副校長李俊璋表示，兩校從2013年校務會議通過併校後，歷經10年漫長程序，終在3

月13日正式核准，期許整合三校資源，提升南部地區技術型高中教學品質，共創多贏。

李俊璋表示，兩校合併還有很多細節待協商，將成立改隸工作小組，由成大教務處、師培
中心、產創總中心、研發處、總務處、主計室、人事室等行政單位組成予以協助，最重要
是在南工教學實習、實驗研究等方面，投入成大資源，而每學年也將挹注2500萬元給南
工。

台南高工培育出許文龍等多位電機、電子產業優秀人才，很多學生家長關心台南高工併入
成大後，未來招生是否有優勢？李俊璋表示，升大學管道多元，將提供大學不分系與特殊
選才、繁星的名額，依規定，大學的名額要對所有高中職公平開放，不能獨厚某一學校，
但兩校合併後未來兩校緊密合作，對南工學生直升成大一定有某種程度的幫助，但原則上
招生仍是公平的。

任內參與此案最多的成大前校長蘇慧貞表示，透過技職教育與高等教育的資源整合，成功
大學與台南高工將共同帶動新的技術人才培育典範，更完整建構教育體系，深耕產業所
需，實踐共同育才的目標。

https://www.ctwant.com/article/24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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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與台南高工針對改隸銜名、經費編列、教學資源分享、教職員生權益保障、未來規畫
等議題，陸續舉辦過9次協商流座談會與6次校內教職員工座談會，凝聚共識，並曾由成大
與台南高工共同辦理公聽會，邀請教育部國教署、台南市政府、民代、社會賢達人士、校
友會等交流，獲得正面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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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成大與南工合併案終於核定 下一所要合併的學校可能是...

2023-03-15 06:04  聯合報／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協商多年，位在台南永康的國立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改隸國立成功大學案，終於獲得

教育部核定，並決定在8月1日正式掛牌，更名為「國立成功大學附屬台南工業高級中

等學校」，簡稱為「成大附屬南工」，而85年的成大附工則將自8月起停招，走入歷

史。

成大校長沈孟儒對於南工併入成大昨天表達歡迎，並稱未來會協助南工爭取更多資源，

至於是否還會有其他學校併入成大？沈孟儒表示，在少子化下，集中資源是有利發展

的，但併校要你情我願，而且要慢慢談。

國立大學併校是近年的熱門話題，據了解，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之前也有談到與成大

併校，去年護專校務會議討論但未通過；而國立台南大學與台南藝術大學學生人數都較

少，未來也有機會併校，但尚未開始洽談。

而很多學生家長關心台南高工併入成大後，未來招生是否有優勢，成大副校長李俊璋表

示，目前升大學的管道是多元的，將針對南工提供大學不分系名額與特殊選才、繁星的

名額，但依規定大學的名額要對所有高中職公平開放，不能獨厚某一學校，但兩校合併

成 大與國立台南高工兩校合併案終於通過，而各方 關切未來 成 大 是否可 能再與其他學校合併。記者修瑞瑩／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8D%9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4%BD%B5%E6%A0%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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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未來兩校緊密合作，對南工學生直升成大一定有某種程度的幫助，但原則上招生仍是

公平的。

兩校2013年校務會議通過併校後，10年來歷經漫長程序，3月初兩校開會做最後確認報

教育部，終於在13日正式核准，並通過南工改隸後的校名，及掛牌日期。

李俊璋表示，配合南工合併，成大附工（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將

自8月起停招，目前在校生8月後可以領取附屬南工的畢業證書。

成大附工前身為日治時期1938年創設的「台南州立專修工業學校」，多年來改隸數

次，並從日間部變夜間部，近年更受少子化影響，學生人數大減。

李俊璋表示，兩校合併還有很多細節待協商，將成立改隸工作小組，由成大教務長與師

培中心等單位協助，最重要是在南工教學、實習、實驗與研究各方面，投入成大資源，

而每學年也將挹注2500萬元給南工。

兩校合併歷經波折，由於南工校友眾多，一開始很多校友擔心南工被「消滅」，後來則

是因台南市升格，國立高中職原本應改為市立，全案又暫緩，目前在台南市政府的同意

下，南工改隸成大，未來不再有改為市立的問題。

成 大與國立台南高工兩校合併案終於通過，而各方 關切未來 成 大 是否可 能再與其他學校合併。記者修

瑞瑩／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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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了！成大附工宣布停招　台南高工8月走
入歷史

▲台南高工確定併入成大；成大附工也將一同合併，自8月起停招 。（圖／翻攝台南高工官

網）

文／中央社

成功大學今天表示，教育部已核定台南高工併入成大，8月1日掛牌更名為「國立

成功大學附屬台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簡稱「國立成大附屬南工」，成大附工

則停招走入歷史。

國立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台南高工）併入成大，已協商多年，兩校2013年校

務會議通過併校後，歷經10年漫長程序，今年1月31日實地訪視及召開審查會

議，最後確認呈報教育部，3月13日正式核定，並通過南工改隸後校名及掛牌日

期。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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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國立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改隸國立成功大學案，已

獲教育部核定，8月1日掛牌，更名為「國立成功大學附屬台南工業高級中等學

校」，簡稱為「國立成大附屬南工」，且和成大附工合併，成大附工將自8月起停

招，走入歷史。

成大副校長李俊璋表示，配合南工合併，成大附工（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

職業進修學校）將自8月起停招，目前在校生8月後可領取國立成大附屬南工畢業

證書。

李俊璋說，兩校合併還有很多細節待協商，將成立改隸工作小組協助，成大將在

南工教學實習、實驗研究等方面投入資源，每學年挹注新台幣2500萬元。

李俊璋表示，目前升大學管道是多元的，提供大學不分系與特殊選才、繁星名

額，大學名額要對所有高中職公平開放，不能獨厚某一學校，兩校合併後將緊密

合作，對南工學生直升成大一定有某種程度的幫助，但原則上招生仍是公平的。

成功大學和台南高工互動始於2012年3月16日，成大行政主管列席台南高工校務

會議，表達台南高工如改隸附屬成功大學，可享正向教育資源，提昇兩校整體競

爭力，並於校務會議成立「南工與成功大學合併改隸研議小組」，開始建立近、

中、遠程目標。

[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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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台南市永康區的國立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簡稱台南高工或南工，創立於

日治1941年，原名「台南州立台南工業學校」，修業年限5年，1945年二次大戰

結束，改為台灣省立台南工業職業學校，修業年限3年，1951年改稱為台灣省立

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成大附工於日治1938年創立，原名「台灣總督府台南州立專修工業學校」，和

1931年成立的台灣總督府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成功大學）共用師資及設備，1945

年更名「台灣省立台南工業專科學校附設初級工業職業學校」，1971年再隨成功

大學改為國立而更名為「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補習學校」。

真的確定了！台南⾼⼯8/1⾛入歷史，以後叫成⼤南⼯！

2,798 99 147

台南式 Tainan Style台南式 Tainan Style
52 分鐘前52 分鐘前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538431988423868&set=a.416249730642095&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tainanstyle2020/posts/538432128423854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tainanstyle2020%2Fposts%2F538432128423854&display=popup&ref=plugin&src=post
https://www.facebook.com/tainanstyle2020
https://www.facebook.com/tainanstyle2020/posts/53843212842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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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了！台南這間學校併入成功大學　8月停招走入歷史
tw.nextapple.com/life/20230315/525B2ADE6B3C3C1D20877C98CAF64F76

生活

2023/03/15 14:45

【記者吳慧芬／台南報導】教育部核定台南高工併入成功大學，更名為「國立成功大
學附屬台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簡稱為「國立成大附屬南工」，在校生8月後可領
取國立成大附屬南工畢業證書，該校同步自8月停招，走入歷史。

教育部核定台南高工併入成大，8月1日掛牌更名為「國立成功大學附屬台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圖取
自Google地圖網頁

台南高工申請併入成功大學案，兩校早在十年前校務會議通過，並送教育部核定，在往返
多年公文後，教育部終於在前天（3/13）通過此案，正式更名為「國立成功大學附屬台南
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很多家長關心台南高工併入成大，是否能為孩子大學直升成大加分？成大表示，目前升大
學管道是多元的，提供大學不分系與特殊選才、繁星名額，依規定，大學招生的名額，需
對所有高中職公平開放，不能獨厚某校，兩校合併後將緊密合作，對南工學生直升成大一
定有某種程度的幫助，但原則上招生仍是公平的。

https://tw.nextapple.com/life/20230315/525B2ADE6B3C3C1D20877C98CAF64F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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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位於台南永康，創立於日治1941年，原名「台南州立台南工業
學校」，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改名為台灣省立台南工業職業學校， 1951年再改為台灣省
立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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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新聞／國立台南高工併入成大　8月1日改名成大附屬南工
- 民視新聞網

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3315W0219

2023/03/15 15:13:51

國立台南高工將改隸成功大學，8月起正式掛牌。（圖／翻攝自Google Maps）

即時中心／林捷庭報導

國立成功大學今（15）日表示，教育部已核定國立台南高工併入成大案，今年8月1日正式
掛牌，更名為「成功大學附屬台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簡稱「國立成大附屬南工」，同
時建校85年的成大附工也將自8月起停招，走入歷史。

更多新聞： 3/20後確診學生能到校上課？　校方盼教育部擬配套

成大副校長李俊璋今日透過新聞稿表示，配合南工合併，成大附工將自8月起停招，目前在
校生 8 月後可以領取「國立成大附屬南工」的畢業證書。

副校長李俊璋表示，2校合併還有很多細節待協商，將成立改隸工作小組，由成大教務處、
師培中心、產創總中心及各行政單位等組成予以協助，最重要是在南工教學實習、實驗研
究等方面，投入成大資源，而每學年也將挹注2500萬元給南工。

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3315W0219
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3311L02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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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表示，不少學生家長關心台南高工併入成大後，未來招生是否有優勢？對此李俊璋表
示，「目前升大學的管道是多元的，將提供大學不分系與特殊選才、繁星的名額，依規定
大學的名額要對所有高中職公平開放，不能獨厚某一學校，但未來合併後2校緊密合作，對
南工學生直升成大，一定有某種程度的幫助，但原則上招生仍是公平的。」

台南高工申請改隸為成功大學附校一案，2校於2013年校務會議通過併校後，歷經10年，
教育部於今年1月底召開實地訪視及審查會議，於在3月13日正式核准，並通過南工改隸後
的校名及掛牌日期。新校名為「國立成功大學附屬台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預計今年8月
1日正式掛牌，同時「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簡稱成大附工）併入。
藉由改隸合併，整合3校資源。

任內參與此案最多的成大前校長蘇慧貞表示，「成大不只能讓下世代產業所需的人才服務
國家社會，更能接軌國際，呼應全球所需。」

前校長蘇慧貞指出，透過技職教育與高等教育資源整合，成大與台南高工將共同帶動新的
技術人才培育典範，建構更完善教育體系，深耕產業所需，實踐共同育才目標。

 

成立85年的成大附工則將自 8 月起停招，走入歷史。（圖／成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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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核定台南⾼⼯改隸成⼤ 8/1正式掛牌

國立台南⾼級⼯業職業學校改隸國立成

功⼤學案，獲教育部核定。（記者洪瑞

琴攝）

2023/03/15 12:46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國立台南⾼級⼯業職業學校改隸國立成功⼤學案，獲教育部核定，決定在8⽉1⽇正式掛牌，
更名為「國立成功⼤學附屬台南⼯業⾼級中等學校」，簡稱為「國立成⼤附屬南⼯」，並與成⼤附⼯合併，⽽成立85年
的成⼤附⼯則將⾃8⽉起停招，⾛入歷史。

成⼤副校⻑李俊璋表⽰，配合南⼯合併，成⼤附⼯（國立成功⼤學附設⾼級⼯業職業進修學校）將⾃8⽉起停招，⽬前
在校⽣8⽉後可以領取國立成⼤附屬南⼯的畢業證書。

李俊璋表⽰，兩校合併還有很多細節待協商，將成立改隸⼯作⼩組，由成⼤教務處、師培中⼼、產創總中⼼、研發處、
總務處、主計室、⼈事室等⾏政單位組成予以協助，最重要是在南⼯教學實習、實驗研究等⽅⾯，投入成⼤資源，⽽每
學年也將挹注2500萬元給南⼯。

對於很多學⽣家⻑關⼼台南⾼⼯併入成⼤後，未來招⽣是否有優勢，李俊璋表⽰，⽬前升⼤學管道多元，將提供⼤學不
分系與特殊選才、繁星的名額，依規定⼤學的名額要對所有⾼中職公平開放，不能獨厚某⼀學校，但兩校合併後未來兩
校緊密合作，對南⼯學⽣直升成⼤⼀定有某種程度的幫助，但原則上招⽣仍是公平的。

國立台南⾼級⼯業職業學校（簡稱台南⾼⼯）申請改隸為國立成功⼤學附屬學校⼀案，兩校2013年校務會議通過併校
後，10年來歷經漫⻑程序，教育部於今年1⽉31⽇召開實地訪視及審查會議，最後確認報教育部，終於在3⽉13⽇正式核
准，並通過南⼯改隸後的校名及掛牌⽇期。

新校名為「國立成功⼤學附屬臺南⼯業⾼級中等學校」，預計今年8⽉1⽇正式掛牌，同時國立成功⼤學附設⾼級⼯業職
業進修學校（簡稱成⼤附⼯）併入，整合三校資源，提升南部地區技術型⾼中教學品質，共創多贏。

任內參與此案最多的成⼤前校⻑蘇慧貞表⽰，成⼤不只能讓下世代產業所需的⼈才服務國家社會，更能接軌國際，呼應
全球所需，透過技職教育與⾼等教育的資源整合，成⼤與台南⾼⼯將共同帶動新的技術⼈才培育典範。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3/03/15/4240294_1_1.jpg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3/03/15/4240294_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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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附⼯與台南⾼⼯合併，將於8⽉1⽇
起更名為「國立成功⼤學附屬台南⼯業

⾼級中等學校」。（記者洪瑞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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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15日

建校85年！台南「這所學校」確定停招走入歷史
news.tvbs.com.tw/life/2068769

記者 呂欣芷 報導
 發佈時間：2023/03/15 14:42 

最後更新時間：2023/03/15 14:42

成立85年的成大附工將自8月起停招，走入歷史。（圖／成大提供）

國立成功大學今（15）日表示，教育部已核定台南高工併入成大，將於今（2023）年8月1

日掛牌更名為「國立成功大學附屬台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簡稱「國立成大附屬南
工」，並與成大附工合併，也代表建校85年成大附工，將自8月起停招走入歷史。

 
 

 

 

 

https://news.tvbs.com.tw/life/2068769
https://news.tvbs.com.tw/news/searchresult/news?search_text=%E5%91%82%E6%AC%A3%E8%8A%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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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高工確定將併入成大。（圖／翻攝自台南高工官網）
 

台南高工併入成大已協商多年，成大今日指出，台南高工改隸成大案已獲教育部核定，將
於8月1日正式掛牌，更名為國立成大附屬南工，並與成大附工合併。

成大副校長李俊璋表示，配合南工合併，成立85年的成大附工將自8月起停招，目前在校生
8月後可領取國立成大附屬南工的畢業證書。

李俊璋說，兩校合併還有很多細節待協商，將成立改隸工作小組協助，成大將在南工教學
實習、實驗研究等方面投入資源，預計每學年將挹注2500萬元。

成功大學。（圖／TVBS資料照）



3/3

 

面對學生家長關心台南高工併入成大後，未來招生是否有優勢？李俊璋表示，目前升大學
管道是多元的，將提供大學不分系與特殊選才、繁星名額，依規定大學名額要對所有高中
職公平開放，不能獨厚某一學校，但兩校合併後將緊密合作，對南工學生直升成大一定有
某種程度的幫助，不過原則上招生仍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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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管理顧問班聘王正坤醫師授課　醫美服務
業必須建構醫病信任

▲成功大學管理顧問班開設生活藝術專班，聘請藝群醫學美容集團董事長王正坤醫師，授課

「醫學美容服務業行銷與建構患者信任」。（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管理顧問班開設生活藝術專班，聘請藝群醫學美容集團董事長王正坤醫

師，於3月14日晚上，在成大工業設計系大成館授課「醫學美容服務業行銷與建

構患者信任」。

王正坤醫師以醫學美容產業為例，服務業提供的產品是服務工作，並非單獨提供

實體產品而已，而服務是無形的。想要提高服務品質，必須從服務的特性、構

面、衡量服務品質、標竿學習等多方探討，想要建構患者的信任，必須建立在良

好的醫學知識基礎上，預防醫美副作用，使用合法產品，不要誇大廣告等。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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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參加上課的學員多是成功企業家，前台南市副市長顏純左醫師也抱著終身學

習的態度來參加系列課程。也有80多歲的善心企業家許黃彩好女士，她在鋪橋造

路幫助弱勢之餘，也來享受學習的快樂。企業的經營和管理優劣是企業存亡的關

鍵，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才是當前企業最迫切的需要，可以提升企業競爭力。現今

社會，人人都想變美，醫學美容產業蓬勃發展，醫美診所競爭也越來越激烈，每

家診所都積極在投放商業廣告。除了商業廣告投放以外，醫美診所必須加強提升

服務品質，才能贏得患者信任，產生良好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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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坤醫師是企管博士、皮膚科專科醫師，現任台灣美容醫療促進協會理事長、

長榮大學企管博士班老師、成功大學EMBA碩士班老師、國立中山大學後EMBA老

師與藝群醫學美容集團董事長，藝群醫美集團旗下有11家診所與1家Dr.藝群保養

品公司。

王正坤醫師表示，服務的特性是無形性、不可分割性、異質性、揮發性。服務生

產的瞬間即是消費，相同的服務品質會因顧客個人感受不同而有不同的滿意度，

而且無形的服務不能像有形的產品一樣被儲存在倉庫裏。

王正坤說，想要提高顧客滿意度，就必須提高服務品質，重視口碑、個人需求、

過去經驗與外部溝通，並且衡量服務品質的可靠性、回應姓、確實性、關懷性、

有形性。讓感動式的服務來超越顧客的期待，建立信任，使消費者變成忠誠顧

客。

[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

王正坤強調，醫美業者想要贏得患者信任，必須透明公開各種治療醫學原理、合

法藥材、合法儀器、副作用等。必須在事前告知雷射可能發生傷口反黑副作用，

注射肉毒桿菌素可能發生肌肉無力副作用；注射玻尿酸可能發生瘀血、血管栓

塞、眼睛失明等副作用。醫師必須全力預防副作用，讓病人知道可能發生的情形

並且簽署同意書之後，才能進行治療。這些服務細節都可以贏得病人的信任。這

種誠信的態度，也適用在各種服務業，例如餐飲、住宿、旅遊、銀行、各類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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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諮詢服務等。提升服務品質是所有企業的共識，所有學員與老師互相分享

心得，一起享受一堂美好的管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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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齒斷掉了！怎麼辦？　成大提供玻璃陶瓷嵌體修復
watchmedia01.com/anews-20230315040312.html

 

2023-03-14 20:03:12

記者蘇榮泉／雲林報導

Watch Video At: https://youtu.be/Vcj6joQXams

https://www.watchmedia01.com/anews-20230315040312.html
https://youtu.be/Vcj6joQX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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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傳媒雲林新聞）【記者蘇榮泉／雲林報導】牙齒斷掉了！怎莫辦？18歲的黃姓女大生
因車禍送醫院急診，經診斷下巴有斷裂，牙齒也受傷。門診時，媽媽著急地說：她2週前出
了車禍，牙齒都斷掉了，現在很敏感、很不舒服，要怎麼辦？經成大醫院斗六分院牙科診
斷是非複雜性的牙冠斷裂，經初步填補，並觀察3個月，牙齒仍保有神經活性，接受玻璃陶
瓷嵌體治療，牙齒恢復原有的自然形態，也重建了咀嚼咬合的功能。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牙科李瑋庭醫師依患者狀況建議最好的治療。
 （圖／記者蘇榮泉攝）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牙科李瑋庭醫師表示，口內檢查發現她的左下第二小臼齒、右下第二小
臼齒跟第一大臼齒，牙冠都有斷裂；再搭配拍攝牙齒X光片做影像學判斷，這些牙冠斷裂缺
損的範圍，只傷及琺瑯質跟牙本質，並沒有牙髓的暴露，也沒有牙齒動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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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瑋庭醫師指患者面臨大範圍的齒質缺損，主要有3種修復方式：複合樹脂填補、嵌體及牙
套。

 （圖／記者蘇榮泉攝）

在敲診檢查時，黃小姐略有不舒服，代表牙周韌帶或根尖神經血管有輕微損傷；不過，檢
測牙髓活性，牙齒都還是有神經活性的。因此診斷是非複雜性的牙冠斷裂，經初步填補，
並觀察3個月，牙齒仍保有神經活性。黃姓女大生後續接受玻璃陶瓷嵌體治療的牙齒復型，
牙齒恢復原有的自然形態，也重建了咀嚼咬合的功能。目前維持定期半年回診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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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陶瓷嵌體又稱為3D齒雕，其強度與自然齒相近，顏色也美觀自然。
 （圖／記者蘇榮泉攝）

李瑋庭醫師指出，面臨大範圍的齒質缺損，主要有3種修復方式：複合樹脂填補、嵌體及牙
套。其中的複合樹脂，齒質需修磨的量很少，但是其聚合收縮及吸水膨脹的特性，會造成
日後邊緣的不密合，且材質較軟容易磨耗受損。

 

製作良好的黏著式陶瓷嵌體，雖然手續，可延緩根管治療的時間點，延長牙齒壽命。
 （圖／記者蘇榮泉攝）

嵌體跟牙套目前都以陶瓷材料為主，顏色穩定也耐磨耗，相對於牙套，差別在玻璃陶瓷嵌
體對牙齒修磨較少，但需要精細的操作，因此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考量她年紀還輕，希
望多保留齒質並搭配穩定的材料來復型，最後選擇玻璃陶瓷嵌體來做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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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陶瓷嵌體又稱為3D齒雕，其強度與自然齒相近，顏色也美觀自然，藉由在牙齒與二矽
酸鋰陶瓷表面的特殊處理，與牙齒產生強大黏著力，達到更好的強度、型態與咬合。李瑋
庭醫師表示，製作良好的黏著式陶瓷嵌體，可延緩根管治療的時間點，延長牙齒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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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六補牙另種選擇　３D齒雕玻璃陶瓷嵌體

亞太新聞網 ATA News

2023年03⽉14⽇ 22:25

▲成⼤醫院⽃六分院牙科李瑋庭醫師，在衛教活動中指出牙齒修復有另⼀種選擇─３D齒雕玻璃陶瓷嵌體，牙齒可恢復原有的⾃然形態，也

重建了咀嚼咬合的功能。【照片：記者張立明編輯】

記者張立明／雲林縣報導

國立成功⼤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六分院牙科李瑋庭醫師，於今(14⽇)的「牙齒修復的另⼀種選擇─玻璃陶瓷嵌體」衛教活動中指出，非複雜

性的牙冠斷裂，經初步填補，後續接受玻璃陶瓷嵌體治療的牙齒復型，牙齒恢復原有的⾃然形態，也重建了咀嚼咬合的功能。

李瑋庭醫師以實際臨床病例指出，18歲的黃姓女⼤⽣因⾞禍送醫院急診，經診斷下巴有斷裂，牙齒也受傷。⾨診時，媽媽著急地說：她2

週前出了⾞禍，牙齒都斷掉了，現在很敏感、很不舒服，要怎麼辦？

成⼤醫院⽃六分院牙科李瑋庭醫師表⽰，⼝內檢查發現她的左下第⼆⼩⾅齒、右下第⼆⼩⾅齒跟第⼀⼤⾅齒，牙冠都有斷裂；再搭配拍攝

牙齒X光片做影像學判斷，這些牙冠斷裂缺損的範圍，只傷及琺瑯質跟牙本質，並沒有牙髓的暴露，也沒有牙齒動搖的問題。

在敲診檢查時，黃⼩姐略有不舒服，代表牙周韌帶或根尖神經⾎管有輕微損傷；不過，檢測牙髓活性，牙齒都還是有神經活性的。因此診

斷是非複雜性的牙冠斷裂，經初步填補，並觀察3個⽉，牙齒仍保有神經活性。黃姓女⼤⽣後續接受玻璃陶瓷嵌體治療的牙齒復型，牙齒恢

復原有的⾃然形態，也重建了咀嚼咬合的功能。⽬前維持定期半年回診追蹤。

https://www.atanews.net/www.atanew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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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院⽃六分院牙科李瑋庭醫師，在衛教活動中指出牙齒修復有另⼀種選擇─３D齒雕玻璃陶瓷嵌體，牙齒可恢復原有的⾃然形態，也

重建了咀嚼咬合的功能。【照片：記者張立明編輯】

李瑋庭醫師指出，⾯臨⼤範圍的齒質缺損，主要有3種修復⽅式：複合樹脂填補、嵌體及牙套。其中的複合樹脂，齒質需修磨的量很少，但

是其聚合收縮及吸⽔膨脹的特性，會造成⽇後邊緣的不密合，且材質較軟容易磨耗受損。

嵌體跟牙套⽬前都以陶瓷材料為主，顏⾊穩定也耐磨耗，相對於牙套，差別在玻璃陶瓷嵌體對牙齒修磨較少，但需要精細的操作，因此需

要花費較⻑的時間。考量她年紀還輕，希望多保留齒質並搭配穩定的材料來復型，最後選擇玻璃陶瓷嵌體來做修復。

玻璃陶瓷嵌體⼜稱為3D齒雕，其強度與⾃然齒相近，顏⾊也美觀⾃然，藉由在牙齒與⼆矽酸鋰陶瓷表⾯的特殊處理，與牙齒產⽣強⼤黏著

⼒，達到更好的強度、型態與咬合。李瑋庭醫師表⽰，製作良好的黏著式陶瓷嵌體，可延緩根管治療的時間點，延⻑牙齒壽命。

（本報溫馨提⽰：本篇內容旨在提供⼀般醫療衛教知識，僅供參考；⾝體如有不適或疾病時，應迅速尋求專科醫師的診治，以免貽誤病

情，同時也才能適時獲得最佳的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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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院⽃六分院牙科李瑋庭醫師，在衛教活動中指出牙齒修復有另⼀種選擇─３D齒雕玻璃陶瓷嵌體，牙齒可恢復原有的⾃然形態，也

重建了咀嚼咬合的功能。【照片：記者張立明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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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六補牙另種選擇　３D齒雕玻璃陶瓷嵌體

▲成⼤醫院⽃六分院牙科李瑋庭醫師，在衛教活動中指出牙齒修復有另⼀種選擇─３D玻璃陶瓷嵌體，牙齒可恢復
原有的⾃然形態，也重建了咀嚼咬合的功能。【照片：記者張秦華編輯】
 
 
【視傳媒／記者張秦華／雲林縣報導】
 
國立成功⼤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六分院牙科李瑋庭醫師，於今(14⽇)的「牙齒修復的另⼀種選擇─玻璃陶瓷嵌體」
衛教活動中指出，非複雜性的牙冠斷裂，經初步填補，後續接受玻璃陶瓷嵌體治療的牙齒復型，牙齒恢復原有的⾃
然形態，也重建了咀嚼咬合的功能。
 
李瑋庭醫師以實際臨床病例指出，18歲的黃姓女⼤⽣因⾞禍送醫院急診，經診斷下巴有斷裂，牙齒也受傷。⾨診
時，媽媽著急地說：她2週前出了⾞禍，牙齒都斷掉了，現在很敏感、很不舒服，要怎麼辦？
 
成⼤醫院⽃六分院牙科李瑋庭醫師表⽰，⼝內檢查發現她的左下第⼆⼩⾅齒、右下第⼆⼩⾅齒跟第⼀⼤⾅齒，牙冠
都有斷裂；再搭配拍攝牙齒X光片做影像學判斷，這些牙冠斷裂缺損的範圍，只傷及琺瑯質跟牙本質，並沒有牙髓
的暴露，也沒有牙齒動搖的問題。
 
在敲診檢查時，黃⼩姐略有不舒服，代表牙周韌帶或根尖神經⾎管有輕微損傷；不過，檢測牙髓活性，牙齒都還是
有神經活性的。因此診斷是非複雜性的牙冠斷裂，經初步填補，並觀察3個⽉，牙齒仍保有神經活性。黃姓女⼤⽣
後續接受玻璃陶瓷嵌體治療的牙齒復型，牙齒恢復原有的⾃然形態，也重建了咀嚼咬合的功能。⽬前維持定期半年
回診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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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院⽃六分院牙科李瑋庭醫師，在衛教活動中指出牙齒修復有另⼀種選擇─３D玻璃陶瓷嵌體，牙齒可恢復
原有的⾃然形態，也重建了咀嚼咬合的功能。【照片：記者張秦華編輯】
 
李瑋庭醫師指出，⾯臨⼤範圍的齒質缺損，主要有3種修復⽅式：複合樹脂填補、嵌體及牙套。其中的複合樹脂，
齒質需修磨的量很少，但是其聚合收縮及吸⽔膨脹的特性，會造成⽇後邊緣的不密合，且材質較軟容易磨耗受損。
 
嵌體跟牙套⽬前都以陶瓷材料為主，顏⾊穩定也耐磨耗，相對於牙套，差別在玻璃陶瓷嵌體對牙齒修磨較少，但需
要精細的操作，因此需要花費較⻑的時間。考量她年紀還輕，希望多保留齒質並搭配穩定的材料來復型，最後選擇
玻璃陶瓷嵌體來做修復。
 
玻璃陶瓷嵌體⼜稱為3D齒雕，其強度與⾃然齒相近，顏⾊也美觀⾃然，藉由在牙齒與⼆矽酸鋰陶瓷表⾯的特殊處
理，與牙齒產⽣強⼤黏著⼒，達到更好的強度、型態與咬合。李瑋庭醫師表⽰，製作良好的黏著式陶瓷嵌體，可延
緩根管治療的時間點，延⻑牙齒壽命。
 
（本報溫馨提⽰：本篇內容旨在提供⼀般醫療衛教知識，僅供參考；⾝體如有不適或疾病時，應迅速尋求專科醫師
的診治，以免貽誤病情，同時也才能適時獲得最佳的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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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院⽃六分院牙科李瑋庭醫師，在衛教活動中指出牙齒修復有另⼀種選擇─３D玻璃陶瓷嵌體，牙齒可恢復
原有的⾃然形態，也重建了咀嚼咬合的功能。【照片：記者張秦華編輯】
 
 



2023/3/15 中午12:25 減碳起步⾛／⾼熱都市急需降溫 綠建築只是配套之⼀ | 綜合 | 要聞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14/7030839 1/8

udn /  要聞 /  綜合

減碳起步走／高熱都市急需降溫 綠建築只是配套

之一

2023-03-15 09:47  聯合新聞網／  願景工程基金會／許詩愷

交通與建築是都市中的最大碳排來源，但十二項戰略中與建築相關的內容散落

在「節能」與「淨零綠生活」等六章節中。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專任教師林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專任教師林子 平認為 ，都市高溫現象不解，單靠綠建築的減碳效果

有限，必須搭配整體都市規劃。  製圖／願景工程基金會

https://udn.com/
https://udn.com/news/cate/2/6638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DAwM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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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平認為，其戰略層級不夠高，「也未進行整合性思考」，只對單一建物有

效，必須同步與都市規劃進行，才能達成全盤減碳。

目前十二項戰略的「建築」路徑，包含推動能效分級制度、推展綠建材與工

法，並於2030年達到一年新建350件綠建築。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規劃，公有

建築將先行淨零，依序從辦公服務類、公共集會類，逐步拓展到衛福機構、宿

舍等。

林子平表示，德國推動綠建築時，也先從公部門出發，創造技術與誘因，才能

吸引民間投入，「畢竟民用建築太多，不好做，而且牽涉到成本與價格，勢必

引發怨言」。他認為，目前的戰略「可理解，但仍稍嫌保守」。

規範可望帶來改變，至於既有房舍呢？林子平認為，「那些未考量到氣候危機

的法令也要改」，尤其是《國土計畫法》和《都市計畫法》。林子平說，許多

屋頂光電板或綠化走廊的新設計，就卡在「建蔽率及容積率」限制下，無法跟

上減碳先進國家的發展速度。

至於技術面，林子平分析，低耗能家電僅能減少用電排碳，蓋房子開發土地、

開挖建材等「製程」才是最大的碳排來源，「不能只從設備的觀點去看。」他

舉例，目前荷蘭已強制房仲業者登錄建案的碳足跡與能效級距，在此嚴格規定

下，能效越好，房價更高，成為綠建築的驅力。

「如果不先替都市退燒，綠建築的成效便有限，一定要做足都市規劃。」林子

平表示，建築減碳僅是基礎，還需以自然為本，透過路樹、公園、河流打造綠

廊道，同時兼顧「降溫」與「氣候調適」。

林子平認為，不論是都市規劃或建築設計，未來都必須將「調適」納入設計階

段中。他說，如果都市不做調適，夏天太熱還是得吹冷氣，淹水又要靠大型機

具抽水，「這就是本末倒置」。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B8%9B%E7%A2%B3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B6%A0%E5%BB%BA%E7%AF%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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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學界也擔心，民眾的居住成本因此上升。林子平強調，都市規劃得納入公

正轉型，如台北市萬華區巷弄交錯，都市熱島效應嚴重，且房價較低；大安區

則有公園降溫，更是熱門銷售地段，勢必更容易進行淨零轉型。林子平說，氣

候變遷不只擴大各國貧富差距，也牽動居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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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連霸！林口長庚蟬聯台灣最賺錢醫院　台大掉到第8、成大
義大首進前5

tw.nextapple.com/life/20230315/2CEE17EF45CF9D47F3539BECD8C6DF15

生活

2023/03/15 11:45

【記者林芳如／台北報導】林口長庚蟬聯6年最賺錢醫院！健保署今日(3/15)公布2021
年全國225家醫院財報，有結餘家數占率較2020年微幅提升，林口長庚雖然股票收入
大減13億元，2021年仍賺進34.79億元，成大醫院和義大醫院首度擠進前5名，龍頭台
大醫院因醫務收入大減11億元，降至第8名。

長庚醫院在林口建置一座國際級的手術技能訓練暨研發中心。長庚醫院提供

依照「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報財務報告辦法」，中央健康保險署於今(3/15)日上網
公開110年領取健保費用2億元以上225家院所，其中24家整體收支短絀。

整體財報結果顯示，2021年最賺錢醫院前5名，依序為林口長庚醫院賺34.79億元、高雄長
庚醫院32.63億元、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23.53億元、成大醫院17.37億元、義大醫院13.89

億元。

健保署醫務管理組副組長劉林義說明，林口長庚2021年比2020年少賺8.68億元，主因股票
收入減少13億元；高雄長庚2021年股票收入也減少10億元。

https://tw.nextapple.com/life/20230315/2CEE17EF45CF9D47F3539BECD8C6DF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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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國內龍頭台大醫院從2020年第4名掉到2021年第8名，主因醫務收入大減11

億元；桃園長庚也從第5名掉到第10名。成大醫院和義大醫院首度擠進前五名，成大醫院從
2020年第14名升至第4名，義大醫院從第15名躍升至第5名。

劉林義說明，根據義大醫院2020年和2021年財報資料，主要差距在利息從6800萬增加到
8400萬，還多了一筆5億元投資收入。成大醫院2021年則是比2020年多出9.5億元雜項收
入。

健保署表示，2021年為疫情影響第2年，惟與2020年相較，不論在整體收支或單就醫務收
支來看，有結餘家數占率均較2020年微幅提升(86.3%至89.3%；71.4%至72.4%)，顯示除
因健保總額近8千億元的支持外，政府也因應疫情於當年投注約當5%總額的特別預算挹
注，支撐醫界共渡疫情難關，也確保民眾在嚴重疫情下仍能獲得適切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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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15日

林口長庚6連霸「最賺錢醫院」！成大、義大首入前5　台大
只排第8

setn.com/News.aspx

2023/03/15 11:40:00

記者黃仲丘／台北報導

▲2021年最賺錢前兩名醫院為林口長庚、高雄長庚。（圖／健保署提供）

健保署今（15）日公布最新的2021年225家醫療院所的財報與醫療業務申報情形，國內
2021年最賺錢的前兩大醫療機構，長庚體系醫院就佔了2家，最賺錢前兩名醫院依序是：
一、林口長庚醫院，年度整體結餘為34.79億，已連續六年位居榜首，但較去年少賺8.68

億；二、高雄長庚醫院，整體年度結餘也達32.63億。成大、義大醫院首次進榜，分別位居
第4名與第5名；台大醫院則摔出前五名，今年只有第8名。另外也首見醫檢所上榜。

中央健康保險署，今公布2021年度領取健保費用2億元以上225家院所經主管機關或會計師
查核通過之財務報告。符合公開財報院所除所有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外，並包括地區醫院
121家(占33%)、基層診所3家及1家醫事檢驗所。健保署表示，2021年為疫情影響第2年，
與2020年相較，不論在整體收支或單就醫務收支來看，有結餘家數占率均較2020年微幅提
升，整體收支結餘從86.3%增加至89.3%，近9成醫院都是賺錢。

醫務收支結餘，也從71.4%增加至72.4%。健保署表示，這顯示除因健保總額近8千億元的
支持外，政府也因應疫情於當年投注約當5%總額的特別預算挹注有關，在疫情期間仍能保
有一定的醫療服務。

林口長庚連續6年榜首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265262
https://www.setn.com/Klist.aspx?TagID=18404&utm_source=setn.com&utm_medium=dictionary&utm_campaign=wordnews
https://www.setn.com/Klist.aspx?TagID=13213&utm_source=setn.com&utm_medium=dictionary&utm_campaign=wordnews
https://www.setn.com/Klist.aspx?TagID=399661&utm_source=setn.com&utm_medium=dictionary&utm_campaign=wordnews
https://www.setn.com/Klist.aspx?TagID=169990&utm_source=setn.com&utm_medium=dictionary&utm_campaign=word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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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2021年度的整體結餘前十大醫療機構依序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年度結餘34.79億
元，已連續6年位居榜首，但相較2020年度結餘43.37億，少賺了8.68億。

第二名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年度整體結餘32.63億元，也較202年度，的41.57，減少
8.94億。

第三名為，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年度整體結餘為23.53億。

成大、義大醫院首入榜

2021年醫院結餘前三名排名與2020年持平，而第四名與第五名的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與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則是首度進入盈餘前五。年度整體結餘分別為17.37

億、13.89億。

台大跌出第４名　今年排第８

第六名到第十名則依序為：臺北榮民總醫院、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其中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則從去年的第四名，掉到第8名，整體收入更較上
年度減少，將近8億元。之後排名則為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與長庚醫療
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健保署醫務管理組副組長劉林義表示，對於前兩名的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與高雄長庚，年收
入均減少，主要與非醫務結餘減少有關。

劉林義表示，林口長庚於2021年的醫務結餘短絀達2.48億，主要收益來自非醫務結餘，而
醫務結餘的主要來源為股票餘額，該院股利從2020的49.8億，減少至37億，少了將近12.8

億。高雄長庚也是因為股利減少，自2020年的34.8億減少至24.4億，也少了將近10億元。

本次符合2億元以上盈餘的醫療院所，從2020年度的227家減少至225家，劉林義解釋，家
數減少主要與醫院整併有關，員榮醫院併員生醫院，台大生醫併台大新竹醫院。而去年有
盈餘有2億但今年跌出榜外的醫院有同仁院萬華醫院、茂榮骨科。

今年三家入榜的診所有：遠東聯合結餘1.16億，書田泌尿科0.31億，安慎診所0.22億。另
外，首度入榜的醫療機構則包括登全醫檢所(0.16億)、豐榮醫院。其中登全醫事檢驗所首度
入榜，劉林義表示，與疫情期間委託代檢業務較多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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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蟬聯最賺錢醫院 成大附醫、義大醫院首進前五

2023-03-15 10:55  聯合報／  記者沈能元／台北即時報導

林口長庚醫院連續6年為全國最賺錢醫院。衛福部健保署今公布110年，225家醫療院所

財報及醫療服務申報情形，林口長庚整體結餘34.79億元，雖較前一年43.47億元，衰退

8.68億元，但仍蟬聯第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則蟬聯醫務最賺錢醫院，結餘18.77

億元，較前一年20.47億元，減少1.7億元。成大附醫、義大醫院則首度進入前五名，研

判與非醫務收入增加有關，而台大醫院整體結餘則從109年第4名19.93億元，跌落至第

8名的11.07億元。

健保署醫務管理組副組長劉林義說，今公開110年領取健保費用2億元、225家院所財務

報告，包括醫學中心19家、區域醫院81家、地區醫院121家；基層診所3家為遠東聯合

診所、書田診所及安慎診所，以及1家醫事檢驗所為登全醫事檢驗所。總計賺錢醫院有

201家，占比為89.3%、24家虧損。

經與109年相較，110年在整體收支有結餘家數占率，較109年微幅提升，自86.3%提升

至89.3%，而醫務收支來看結餘家數占率，也從71.4%上升至72.4%，顯示政府因應疫

情於當年投注約5%總額特別預算挹注，支撐醫界共渡疫情難關，確保民眾仍能獲得醫

療服務。

8 長庚

林口長庚連續6 年 成 為 全 國 最賺錢醫院， 成 大附醫、義大醫院則首進前五名，主因是非醫務收入 大幅上升。 本報資料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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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健保署統計，整體結餘金額前3家醫院排名與109年維持不變，為林口長庚34.79億

元、高雄長庚32.63億元、中國附醫23.53億元，但成大附醫17.37億元、義大醫院13.89

億元為新。另遠東聯合診所整體結餘1.16億元、書田診所3100萬元及安慎診所2200萬

元，以及登全醫事檢驗所1600萬元。

劉林義說，就整體結餘金額排名發現，成大附醫從109年第14名6.41億元，竄升至第4

名17.37億元，其中業外收入的雜項收入9.5億元最多；義大醫院則從109年第15名6.36

億元，上升至第5名13.89億元，其中以投資收入增加5億元最多，另於利息收入增加16

00萬元。台大醫院整體結餘則從109年第4名19.93億元，跌落至第8名的11.07億元，主

因是醫務結餘金額較前一年減少10.84億元有關。

進一步分析發現，110年醫務賺最多的前五名是中國附醫18.77億元，高醫附醫14.16億

元，彰化基督教醫院7.48億元、北市聯醫7.28億元、高雄長庚7.18億元。另就非醫務賺

最多醫院前5名為林口長庚37.27億元、高雄長庚25.45億元、成大附醫14.87億元、台

北榮總11.38億元、義大醫院10.83億元。其中成大附醫及義大醫院非醫務結餘較前一年

都大幅成長，研判可能也是整體結餘排名上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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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今公布110年度醫院收⽀情形。（陳⼈⿑攝）

林口長庚蟬聯最賺錢醫院！成大、義大首度擠進前5
中時 陳⼈⿑12:39 2023/03/15

健保署醫務管理組副組⻑劉林義說明110年度的醫院收⽀情形。（陳⼈⿑攝）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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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今公布110年全國225家醫療機構的財務報告，其中以林⼝⻑庚、⾼雄⻑庚紀念醫院整體結餘最⾼，分別以

34.79億、32.63億佔據⼀、⼆名，成⼤附醫、義⼤醫院則⾸度闖進前五賺醫院，此外另有⼀間醫事檢驗所⾸度進榜，

為歷年來⾸⾒。

健保署表⽰，110年整體收⽀結餘前10⼤院所依序為林⼝⻑庚、⾼雄⻑庚、中國附醫、成⼤附醫、義⼤醫院、台北榮

總、⾼醫附醫、台⼤醫院、彰基醫院、桃園⻑庚。

其中林⼝⻑庚、⾼雄⻑庚雖分佔前兩名，但整體收入仍較109年減少，健保署表⽰，兩家醫院的醫務結餘僅-2.48億、

7.18億，但靠著非醫務結餘37.3億、25億收入仍成功霸榜。

健保署分析，兩間⻑庚醫院的非醫務收入主要來⾃股票，但與109年度的48.7億、37億相比仍⼤幅減少，其中林⼝⻑

庚的股票收入減少13億元，⾼雄⻑庚則減少10億元；中國附醫則以23.53億整體結餘排第三名，其中醫務收入增加9

億、非醫務（研究計畫）增加5.6億元。

成⼤醫院去年收入僅6.41億排第14名，110年以17.37億闖進第4名，主要是醫務結餘由虧轉盈，非醫務結餘⼤幅增加

7億元所致；義⼤醫院109年則排第15名，但110年靠著非醫務結餘⼤幅增加，以及投資收入5.8億元挹注，⾸度攻佔

第5名。

⾄於台⼤醫院在109年收入⾼居第4名，110年則跌⾄第8名，健保署指出，雖然台⼤醫院的業務收入從65.5億增加為

72.2億，但業務外費⽤卻增加7億，導致排名下滑。

虧損⽅⾯，110年整體收⽀結餘以新北市立⼟城醫院虧4.48億最多，其次依序為台⼤醫院癌醫中⼼（-2.23億）、⿇豆

新樓醫院（-0.85億）、嘉義⻑庚（-0.68億）、雲林⻑庚（-0.43億）、恩主公醫院（-0.27億）、台⼤醫院⾦⼭分院

（-0.27億）、國仁醫院（-0.20億）、⽟⾥慈濟、（-0.20億）、景美醫院（-0.17億）。

健保署統計，110年整體醫療院所的醫務收⽀仍持續虧損29.06億，虧損家數佔27.6％，但虧損情形已較109年好轉；

顯⽰除健保總額近8千億元的⽀持外，該年政府投注約5％的特別預算仍有效⽀持醫界度過疫情難關。

本次進榜名單另有3家診所、1間醫事檢驗所，分別是遠東聯合診所、書⽥診所、安慎診所以及登全醫事檢驗所，其中

110年為⾸度有醫事檢驗所進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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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6年⻑庚蟬聯最賺錢醫院 成⼤、義⼤⾸進前5名

2023年3⽉15⽇ 週三 下午12:26

林⼝⻑庚醫院年賺新台幣34.79億元、連6年蟬聯最賺錢醫院，但整體收入較去年縮⽔；成

⼤、義⼤醫院今年衝上前5名，分居第4、第5名。這是健保署今天公布110年醫院財報中資

料，最虧錢醫院，⼟城醫院年虧損4.48億元居冠、

連6年⻑庚年蟬聯最賺錢醫院，圖為林⼝⻑康以「智慧醫療」為主題舉辦「醫療資訊研討會」，吸引醫界⼈⼠踴躍參與。（林⼝
⻑庚醫院提供）檔案照

根據健保法規定，凡是領取健保費⽤達⼀定⾨檻的醫療院所都須公布財務報告，⺠國102年⾄

106年⾨檻為4億元，107年起降⾄2億元。

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今天上午公布去年醫療院所財報，根據統計，110年領取健保費⽤

2億元以上的院所共225家院，包括19家醫學中⼼、81家區域醫院、121家地區醫院、3家基層

診所及1家醫事檢驗所。

整體財報結果顯⽰，110年5⼤最賺錢醫院中，前3名與去年相同，林⼝⻑庚醫院賺34.79億元

最多、⾼雄⻑庚醫院32.63億元居次，中國醫藥⼤學附設醫院的23.53億元。

國立成功⼤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義⼤醫療財團法⼈義⼤醫院今年⾸次衝進前5名，分別以17.37

億元、13.89億元排第4、第5名；台灣⼤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則從去年的第4名跌落⾄第8名。

最虧錢醫院⽅⾯，⼟城醫院年虧損4.48億元居冠，其次依序為台⼤癌醫中⼼分院虧損2.23億

元、⿇豆新樓醫院虧損0.85億元、嘉義⻑庚醫院虧損0.68億元、雲林⻑庚醫院虧損0.43億

元。

這次有1家醫事檢驗所⾸次上榜，登全醫事檢驗所因委託代檢、年賺0.16億元；⾄於去年入榜

的3家基層診所今年仍在榜上，排名同樣由遠東聯合診所年賺1.16億元居冠，接著依序為書⽥

診所0.31億元，安慎診所0.2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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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務管理組副組⻑劉林義分析，110年財報顯⽰，醫務收⽀有結餘的家數占率均較109年

微幅提升，從86.3%⾄89.3％，有虧損的家數則是24家，顯⽰除因健保總額近8000億元⽀持

外，政府也因應於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當年挹注約5%總額的特別預算，⽀

撐醫界共渡難關，確保⺠眾獲得適切醫療服務。

他舉例，⼟城醫院109年4⽉才新設立，去年虧損5.63億元，今年虧損縮⼩⾄4.48億元，醫務

收入較去年增加約17億元，但因醫務成本部分也增加約15億元，醫務收入仍比成本多⼀點，

所以短絀減少。

（責任主編：莊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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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縈／台北報導 2023.03.15

最賺錢醫院排名出爐 林口長庚6連霸

健保署15日公布2021年最賺錢醫院排行榜，林口長庚整體結餘達34.79億元，連續6年蟬聯冠軍；其餘前5名分別為，高

雄長庚23.53億元、中國附醫32.63億元，以及首次進入前五名的成大醫院17.37億元及義大醫院13.89億元。

依照健保醫事服務機構提報財務報告辦法規定，領取2億元以上健保費的225家醫療院所要公開財報，除了醫學中心及

區域醫院外，也有121家地區醫院、基層診所3家（遠東、書田、安慎）及登全醫事檢驗所。

醫務管理組副組長劉林義分析，2021年為受到疫情影響第2年，惟與2020年相較，不論在整體收支或單就醫務收支來

看，有結餘家數占率均較2021年微幅提升。整體結餘醫院家數從86.3％提升至89.3％僅有24家短絀，而在醫務結餘部

分則是從71.4％提升至72.4％。

林口長庚及高雄長庚兩醫院霸榜多年，但2021年整體結餘卻比2020年減少約2成，且收入多來自於非醫務收入。據悉，

長庚非醫務本業的收入來源主要是股票，但長庚從不賣掉台塑三寶持股。劉林義也表示，林口長庚跟高雄長庚非醫務收

入多是來自於股票，林口長庚的股票收入減少12.8億元，而高雄長庚則減少10億元。

在新入榜的成大醫院及義大醫院部分，劉林義說，成大醫院的醫務結餘增加4億元，非醫務結餘增加7億元。義大醫院

則是在非醫務結餘部分增加6.7億元，主要是投資收入增加5.8億元，投資利益增加1億元。

最賺錢醫院前十名（6～10名）分別為：台北榮總、高醫附醫、台大醫院、彰基、桃園長庚。非醫務結餘前十名則是：

林口長庚、高雄長庚、成大醫院、台北榮總、義大醫院、長庚基隆、台大醫院、桃園長庚、新光醫院、大里仁愛。

另一方面，醫療院所餘絀前五名依序為：土城醫院（負4.48億元）、台大癌醫（負2.23億元）、新樓麻豆醫院（負0.85

億元）、長庚嘉義（負0.68億元）、長庚雲林（負0.43億元）。劉林義指出，土城醫院因為在2020年才成立，2021年

虧損額度已經減少，醫務收入部分比前一年增加17億元。

2021年整體收支結餘金額前十大醫事機構。圖／健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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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sounds.com/Lifestyle/Health/Diet/uid6591110977

健保署今（3/15）公布2021年最賺錢醫院排行榜，林口長庚整體結餘達34.79億元，連續6

年蟬聯冠軍；其餘前5名分別為：高雄長庚32.63億元、中國附醫23.53億元，以及首次進入
前5名的成大附醫17.37億元及義大醫院13.89億元。

林口長庚連6年拿下最賺錢醫院冠軍，分析主要收入來自股利。資料照,翻攝google map

健保署指出，領取健保費用2億元的醫療院所所需公布財報，這次共225家，包括醫學中心
19家、區域醫院81家、地區醫院121家；基層診所3家為遠東、書田及安慎，以及登全醫事
檢驗所。

健保署分析，2021年為受疫情影響的第2年，與2020年相比，在整體或醫務收支上結餘家
數有微幅提升，總計賺錢醫院有201家，佔比為89.3%、24家虧損。

就整體結餘而言，林口長庚及高雄長庚仍為前2名，不過，結餘數字比2020年減少約2成，
且收入多來自於非醫務收入。健保署表示，兩者股利收佔比高，因2021年皆較上一年度短
少，導致收入減少。

首進入前5名的成大附醫則是業外收入的雜項收入9.5億元最多，義大醫院的投資收入增加5

億元最多，研判是非醫院結餘較前一年大幅成長的關係。台大醫院從2020年第4名跌落至
2021年第8名，則因醫務結餘較前一年減少10.84億元有關。

以醫務收入來看，第一名則是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務結餘達18.77億元。其次是高醫
附醫14.16億元、第三名為彰化基督教醫院7.48億元。

虧損醫院前5名為土城醫院（負4.48億元）、台大癌醫（負2.23億元）、新樓麻豆醫院（負
0.85億元）、嘉義長庚（負0.68億元）、雲林長庚（負0.43億元）。健保署指出，土城醫
院2020年才成立，2021年醫務收入增加17億，虧損額度已較上一年度減少。

https://www.taisounds.com/Lifestyle/Health/Diet/uid659111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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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賺錢醫院排行出爐！林口長庚連6年奪冠　
成大、義大首次擠入前5名

記者嚴云岑／台北報導

中央健保署今（15）日公布110年領取健保費用2億元以上225家院所財務報告，

前三名都與去年相同，長庚醫院體系有2家上榜，林口長庚連6年居冠，但整體結

餘都比前一年短絀近10億。但第四、第五名卻發生大洗牌，成大、義大醫院竄

起，台大、桃園長庚卻掉到第八第十名。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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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6年奪最賺錢醫院！林口長庚盈餘下降　成大、義大首次擠入前5名。（圖／記者嚴云岑

攝）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

今年最賺錢的5大醫院第一名仍是林口長庚，整體結餘有34.79億，但比前一年

43.47億短缺8.68億；第二、三名也由高雄長庚、中國附醫蟬聯，整體結餘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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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3與23.53億，其中高雄長庚少賺8.94億，中國附醫營收則略為增長，比前一

年多賺了近1億。

▼整體收支結餘前20大院所。（圖／健保署提供）

健保署醫務管理組副組長劉林義表示，符合公開財報院所除所有醫學中心及區域

醫院外，並包括地區醫院121家(占33%)、基層診所3家及1家醫事檢驗所。3家基

層診所分別為遠東、書田、安慎；唯一一家醫事檢驗所則為登全檢驗所。

劉林義提到，110年為疫情影響第2年，惟與109年相較，不論在整體收支或單就

醫務收支來看，有結餘家數占率均較109年微幅提升（86.3%至89.3%；71.4%至

72.4%），顯示除因健保總額近8千億元的支持外，政府也因應疫情於當年投注約

當5%總額的特別預算挹注，支撐醫界共渡疫情難關，也確保民眾在嚴重疫情下仍

能獲得適切之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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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15日

2021年醫院收入排行出爐！林口長庚6年蟬聯最賺錢醫院 台
大醫院跌出前5

health.tvbs.com.tw/medical/338449

郭庚儒 報導
2023/03/15 11:09

健保署公布2021年225家醫療院所財務報告，最賺錢5大醫院為林口長庚、高雄長庚、中國
附醫、成大醫院及義大醫院，最賠錢5大醫院分別是土城醫院、台大癌醫、新樓醫院、嘉義
長庚及雲林長庚。

林口長庚蟬聯最賺錢醫院

整體結餘排名前20大醫院為林口長庚34.79億元、高雄長庚32.63億元、中國附醫23.53億
元、成大醫院17.37億元、義大醫院13.89億元、台北榮總13.85億元、高醫附醫13.44億元、
台大醫院11.07億元、彰基10.98億元、桃園長庚10.45億元、基隆長庚9.67億元、台中榮總
9.16億元、新光醫院8.11億元、奇美醫遠7.16億元、中山附醫6.73億元、高雄榮總6.35億
元、雙和醫院6.22億元、陽明醫院6.10億元、大里仁愛醫院5.66億元、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5.61億元。

其中林口長庚連續6年蟬聯全國最賺錢的醫院，但整體結餘比前一年短絀8.68億元，中國附
醫增加1.39億元，成大醫院、義大醫院首度進入前5，台大醫院則掉到第8名。

醫務收支 中國附醫賺最多

https://health.tvbs.com.tw/medical/33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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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醫務收支結餘來看，中國附醫賺最多，其次為高醫附醫、彰基、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高雄長庚、高雄市立大同醫院、陽明醫院、新竹馬偕、台中榮總、奇美醫遠、中山附醫、
義大醫院、聯新醫院、台南醫院、雙和醫院、安南醫院、亞大醫院、員林基督教醫院、高
雄市立小港醫院、柳營奇美醫院。

非醫務收支結餘前20大院所，依序為林口長庚、高雄長庚、成大醫院、台北榮總、義大醫
院、基隆長庚、台大醫院、桃園長庚、新光醫院、大里仁愛醫院、彰基、中國附醫、門諾
醫院、台北慈濟、高雄榮總、花蓮慈濟、台中榮總、北醫、振興醫院、和信醫院。

10大最賠錢醫院

2021年整體收支短絀前10大院所，包括：土城醫院、台大癌醫、新樓醫院、嘉義長庚、雲
林長庚、恩主公醫院、台大金山分院、國仁醫院、玉里慈濟、景美醫院。

健保署表示，2020年領取健保費用2億元以上的225家醫療院所財務報告，包括：醫學中心
19家、區域醫院81家、地區醫院121家、基層診所3家及醫事檢驗所1家，總計賺錢醫院有
201家，占比為89.3%。

2021年為疫情影響第2年，惟與2020年相較，不論在整體收支或單就醫務收支來看，有結
餘家數占率均較2020年微幅提升，顯示除因健保總額近8000億元的支持外，政府也因應
疫情於當年投注約當5%總額的特別預算挹注，支撐醫界共渡疫情難關，也確保民眾在嚴重
疫情下，仍能獲得適切的醫療服務。

◎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shutterstock提供
 ◎ 資料來源／健保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