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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研究 成⼤通過率近6成
2022-07-01

科技部⼤專學⽣研究計畫，成⼤通過率近六成。（成⼤提供）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今年度科技部補助⼤專學⽣研究計畫，成功⼤學申請三百件，通過⼀百七⼗八件，通過率達五成九，平均每位⼤

專⽣通過件數為百分之⼀點五⼀。

成⼤研發⻑林財富指出，根據近九年數據，歷年⼤專學⽣研究計畫全國通過率平均約三成九，⽽公立⼤學平均約

四成七，成⼤五成九的通過率相對公立⼤學來說，整整⾼出⼗⼆個百分點。

成⼤今年通過補助的⼀百七⼗八件計畫中，以⼯學院的八⼗件最多，另醫學院、管理學院個⼆⼗件，規劃與設計

學院⼗⼀件，電資學院、理學院各⼗件。以科系區分，環⼯系全系通過⼗四件最多，其次是醫⼯系、機械系。

林財富也提到，成⼤歷年來通過率約維持在五⾄六成，因此期望透過申請件數的提⾼，讓整體通過件數攀升。研

發處分析歷年來⼤專學⽣研究計畫通過者，發現約有⼀成學⽣有經濟困難問題，為了讓學⽣能夠專注學習與投入

研究之中，成⼤今年推出的「星火成焰培育計畫」，以經濟弱勢學⽣為優先補助，申請核可者將可獲得為期六個

⽉共計四萬八千元的研究津貼補助，讓學⽣能夠專⼼學習、參與研究計畫。

成⼤研發處計畫管考組⻑侯文哲提到，⼤專學⽣研究計畫，對於⼤學⽣未來升學、出國留學甚⾄求職都有加分效

果，以研究所甄試來說，許多教授最看重學⽣對於研究是否有濃厚興趣，當學⽣曾經獲得⼤專學⽣研究計畫，代

表他從⼤學時期就投入⼼⼒專研相關領域，若是學⽣預計未來出國留學，這段歷程與成果也能成為很⼤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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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科技部補助⼤專學⽣研究計畫 成⼤通過率近六成

2022-07-01 發佈 林祺宏 ⾼雄

成⼤ 科技部

111年度科技部補助⼤專學⽣研究計畫，今年國立成功⼤學申請300件、通過178件、通過率達59%，3項指標皆創歷年新⾼，且
平均每位⼤專⽣通過件數為1.51%（178件／在校⼤學⽣11,758⼈），亦為頂尖⼤學之冠。
 
成⼤研發⻑林財富指出，根據近9年數據，歷年⼤專學⽣研究計畫全國通過率約在34.8%⾄43.2%之間，平均39%，公立⼤學平
均47%，成⼤59%的通過率相對公立⼤學來說，整整⾼出12%。

成⼤舉辦各項活動與競賽，⿎勵學⽣進⾏研究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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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學⽣研究計畫 成⼤通過率近6成
創歷年最佳

⼤成報／于郁⾦ 2022.07.02 01:37

【⼤成報/記者于郁⾦/臺南報導】111年度科技部補助⼤專學⽣研究計畫，今年國立成

功⼤學申請300件、通過178件、通過率達59%，3項指標皆創歷年新⾼，且平均每位

⼤專⽣通過件數為1.51%(178件/在校⼤學⽣11,758⼈)，亦為頂尖⼤學之冠。  

成⼤研發⻑林財富指出，根據近9年數據，歷年⼤專學⽣研究計畫全國通過率約在34.

8%⾄43.2%之間，平均39%，公立⼤學平均47%，成⼤59%的通過率相對公立⼤學來

說，整整⾼出12%；且成⼤近10年參與科技部⼤專學⽣研究計畫指導老師超過500位，

其中有37位老師指導超過7位學⽣，⼯學院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教授江凱偉，多年來更

指導14位學⽣通過該計畫，代表成⼤教授與學⽣其實都是非常積極在進⾏研究計畫，

加上全校各單位、各學院合作⼒推，舉辦各式學研活動與競賽，讓學術向下紮根，持續

累積研究量能。 

林財富也提到，成⼤歷年來通過率約維持在5⾄6成，因此期望透過申請件數提⾼，讓

整體通過件數攀升；為厚植學術內涵、培育更多科研⼈才，成⼤多年來舉辦UR⼤學部

研究、補助各院研究經費以及各項研究競賽等，今年3⽉成⼤更⾸次推出「星火成焰培

育計畫」，做為科技部⼤專學⽣研究計畫前導實習，以經濟條件較為弱勢學⽣為補助對

象，申請核可者將可獲得為期6個⽉研究津貼補助，讓學⽣能夠專⼼學習、參與研究計

畫。 

成⼤通過補助178件計畫中，件數最多前6個學院為：⼯學院80件、醫學院28件、管理

學院20件、規劃與設計學院11件、電資學院10件、理學院10件，其中⼯學院申請133

件、通過80件，在申請件數、通過件數及通過率，也創歷年新⾼；管理學院申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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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通過20件，通過率更是⾼達90.9%；以科系區分，環⼯系全系通過14件，為成⼤

件數之冠，占⼯學院17.5%，另外醫⼯系11件、機械系10件則分別拿下成⼤通過件數

第2和第3名。  

成⼤研發處分析歷年來⼤專學⽣研究計畫通過者，發現約有1成學⽣有經濟困難問題，

為了讓學⽣能夠專注學習與投入研究之中，成⼤今年推出「星火成焰培育計畫」，以經

濟弱勢學⽣為優先補助，7⽉開始⾄當年12⽉底⽌，學⽣每⽉可領到約8,000元，6個⽉

共計48,000元研究津貼。  

做為科技部⼤專學⽣研究計畫的前導實習，通過「星火成焰培育計畫」補助者在經過半

年教授指導下，完成計畫並繳交研究成果報告，需銜接申請下⼀年度⼤專學⽣研究計

畫，在良好研究基礎之下，更上⼀層樓。 

成⼤研發處計畫管考組⻑侯文哲提到，⼤專學⽣研究計畫，對於⼤學⽣未來升學、出國

留學甚⾄求職，都是非常重要且具影響⼒的，以研究所甄試來說，許多教授最看重學⽣

對於研究是否有濃厚興趣，當學⽣曾經獲得⼤專學⽣研究計畫，代表他從⼤學時期就投

入⼼⼒專研相關領域，若是學⽣預計未來出國留學，這段歷程與成果，也能成為讀書計

畫中很⼤加分助⼒。 

成功⼤學2019年起，每年舉辦UR⼤學部研究，開啟⼀系列⿎勵⼤學⽣參與研究的活

動，在⼤⼀新⽣剛入學時，透過舉辦實驗室參訪、專題演講、學⻑姐研究海報計畫分享

等，讓學⽣有機會接觸到不同領域的研究⽅向，對研究產⽣興趣，提早構思未來科研之

路。 

2021年開始，成功⼤學針對各學院提出研究推廣計畫規劃經費補助，尤其著重⼤學部

學⽣參與研究為核⼼補助，根據學院提出經費總額，學校將提供對等⾦額補助學院；去

年結合成⼤90周年校慶，各學院特別規劃專屬學院研究⽇，以「凝聚學院學術量

能」、「呈現學院發展特⾊」為主軸，⿎勵學⽣參與學院研究，並在11⽉校慶期間，

研發處與各院聯合舉辦「全校研究⽇系列活動頒獎典禮」，表揚院所獲獎學⽣。 

⼤專學⽣研究計畫是科技部專⾨⿎勵優秀⼤專學⽣進⾏研究補助計畫，為提早培育儲備

基礎科學、應⽤科學、⼈文社會科學之優秀研究⼈才，⿎勵公私立⼤專院校學⽣執⾏研

究計畫，以利於儘早接受研究訓練，體驗研究活動、學習研究⽅法，並加強實驗、實作

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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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111年度科技部補助⼤專學⽣研究計畫，今年國立成功⼤學申請300件、通過178件、通過率
達59%，3項指標皆創歷年新⾼，且平均每位⼤專⽣通過件數為1.51%（178件／在校⼤學⽣11,758⼈），亦為頂尖⼤
學之冠。

（圖說）成⼤舉辦各項活動與競賽，⿎勵學⽣進⾏研究。（記者鄭德政攝）
成⼤研發⻑林財富指出，根據近9年數據，歷年⼤專學⽣研究計畫全國通過率約在34.8%⾄43.2%之間，平均39%，公
立⼤學平均47%，成⼤59%的通過率相對公立⼤學來說，整整⾼出12%。且成⼤近10年參與科技部⼤專學⽣研究計畫
的指導老師超過500位，其中有37位老師指導超過7位學⽣，⼯學院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教授江凱偉，多年來更指導14
位學⽣通過該計畫，代表成⼤教授與學⽣其實都是非常積極在進⾏研究計畫，加上全校各單位、各學院合作⼒推，舉
辦各式學研活動與競賽，讓學術向下紮根，持續累積研究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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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科技部⼤專學⽣研究計畫，成⼤通過率近 6 成創歷年最佳。（記者鄭德政攝） 
林財富也提到，成⼤歷年來通過率約維持在5⾄6成，因此期望透過申請件數的提⾼，讓整體通過件數攀升。為厚植學
術內涵、培育更多科研⼈才，成⼤多年來舉辦UR⼤學部研究、補助各院研究經費以及各項研究競賽等，今年3⽉成⼤
更⾸次推出「星火成焰培育計畫」，做為科技部⼤專學⽣研究計畫的前導實習，以經濟條件較為弱勢學⽣為補助對
象，申請核可者將可獲得為期6個⽉的研究津貼補助，讓學⽣能夠專⼼學習、參與研究計畫。

（圖說）成⼤今年在⼤專學⽣研究計畫的申請件數、通過件數及通過率皆創新⾼。成⼤研發⻑林財富（左）及校⻑蘇
惠貞（中）。（記者鄭德政攝）
成⼤通過補助的178件計畫中，件數最多的前6個學院為：⼯學院80件、醫學院28件、管理學院20件、規劃與設計學院
11件、電資學院10件、理學院10件，其中⼯學院申請133件、通過80件，在申請件數、通過件數及通過率，也創歷年
新⾼；管理學院申請22件、通過20件，通過率更是⾼達90.9%。以科系區分，環⼯系全系通過14件，為成⼤件數之
冠，占⼯學院17.5%，另外醫⼯系11件、機械系10件則分別拿下成⼤通過件數第⼆和第三名。 
成⼤研發處分析歷年來⼤專學⽣研究計畫通過者，發現約有1成學⽣有經濟困難問題，為了讓學⽣能夠專注學習與投
入研究之中，成⼤今年推出的「星火成焰培育計畫」，以經濟弱勢學⽣為優先補助，7⽉開始⾄當年12⽉底⽌，學⽣
每⽉可領到約8,000元，6個⽉共計48,000元的研究津貼。 
做為科技部⼤專學⽣研究計畫的前導實習，通過「星火成焰培育計畫」補助者在經過半年教授指導下，完成計畫並繳
交研究成果報告，需銜接申請下⼀年度的⼤專學⽣研究計畫，在良好研究基礎之下，更上⼀層樓。
成⼤研發處計畫管考組⻑侯文哲提到，⼤專學⽣研究計畫，對於⼤學⽣未來升學、出國留學甚⾄求職，都是非常重要
且具影響⼒的，以研究所甄試來說，許多教授最看重學⽣對於研究是否有濃厚興趣，當學⽣曾經獲得⼤專學⽣研究計
畫，代表他從⼤學時期就投入⼼⼒專研相關領域，若是學⽣預計未來出國留學，這段歷程與成果，也能成為讀書計畫
中很⼤的加分助⼒。
成功⼤學2019年起，每年舉辦UR⼤學部研究，開啟⼀系列⿎勵⼤學⽣參與研究的活動，在⼤⼀新⽣剛入學時，透過
舉辦實驗室參訪、專題演講、學⻑姐研究海報計畫分享等，讓學⽣有機會接觸到不同領域的研究⽅向，對研究產⽣興
趣，提早構思未來科研之路。
2021年開始，成功⼤學針對各學院提出的研究推廣計畫規劃經費補助，尤其著重⼤學部學⽣參與研究為核⼼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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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院提出的經費總額，學校將提供對等⾦額補助學院。去年結合成⼤90周年校慶，各學院特別規劃專屬的學院研
究⽇，以「凝聚學院學術量能」、「呈現學院發展特⾊」為主軸，⿎勵學⽣參與學院研究，並在11⽉校慶期間，研發
處與各院聯合舉辦「全校研究⽇系列活動頒獎典禮」，表揚院所獲獎學⽣。
⼤專學⽣研究計畫是科技部專⾨⿎勵優秀⼤專學⽣進⾏研究的補助計畫，為提早培育儲備基礎科學、應⽤科學、⼈文
社會科學之優秀研究⼈才，⿎勵公私立⼤專院校學⽣執⾏研究計畫，以利於儘早接受研究訓練，體驗研究活動、學習
研究⽅法，並加強實驗、實作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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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南⽣活美學館與國立成功⼤學共同開啟藝術教育交流合作
平臺

／

2022/7/1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為推廣

展覽場館與學術單位合作，國立臺南

⽣活美學館與國立成功⼤學藝術研究

所6⽉18⽇交換合作備忘錄。在「林智

信油畫、雕塑⼤展」策展⼈蕭瓊瑞教

授與藝術家林智信老師⾒證下，雙⽅

代表臺南⽣活美學館黃瓊瑩館⻑與成

⼤藝術研究所吳奕芳所⻑將攜⼿合

作，建立資源共享夥伴關係。
 

　臺南⽣活美學館黃館⻑表⽰，館校合作是基於跨域的概念與趨勢，從藝術資源服

務研究、成果交流、提供展場導覽及相關專業教育推廣等，將帶給⺠眾⽣活美學體

驗及文化素養提升。本次備忘錄簽署交換，旨在共構雙⽅「合作願景」，期能秉持

藝術文化、學術教育共享，建立交流合作平臺。
 

　成⼤藝術研究所吳所⻑指出，「林智信版畫、陶藝⼤展--⽣活．⺠俗．節慶」與

「林智信油畫、雕塑⼤展--⼟地．⼈⺠．記憶」展覽，是開啟雙⽅合作契機，由藝術

家林智信老師和策展⼈蕭瓊瑞教授共同指導、培訓成功⼤學藝術研究所組成導覽團

隊，並策劃系列性活動，例如:研究⽣陳瑜同學設計「迎媽祖」的桌遊實驗性教案，

在學校執⾏獲得熱烈回響，成⼤藝術所研究⽣發表「林智信與他的時代」學術論文

會等，期待未來雙⽅更多合作產量，促進交流及分享機會，共同培育學⽣成為藝術

⼈才。
 

　臺南⽣活美學館即⽇起⾄9⽉4⽇⽌（周⼀休館），於第⼆、第三展覽室展出「林

智信油畫、雕塑⼤展-⼟地．⼈⺠．記憶」，期間也安排成功⼤學藝術研究所導覽團

隊進⾏導覽，有需求者請⾄國立臺南⽣活美學館官網預約，網址：

https://www.tncse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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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梭系統攜⼿台⼤、成⼤、央⼤等13間⼤
學拓⼤產學培育計畫

2022年7⽉3⽇ 週⽇ 下午8:15

達梭系統攜⼿台⼤、成⼤、央⼤等13間⼤學拓⼤產學培育計畫

透過提供產學無縫接軌的培育計畫，使學⽣就學時就開始儲備未來職涯所

需的關鍵競爭能⼒！達梭系統（Dassault Systèmes）宣布正與本地合作

夥伴與北中南知名⾼等教育學府，共同推動⼈才培訓與專業知識課程。同

時，該計劃還將促進重點產業的⾼科技菁英養成，透過⼈才培訓協助推動

本地產業發展。

這次合作的學校包括臺灣⼤學、中央⼤學、海洋⼤學、淡江⼤學、中興⼤

學、逢甲⼤學、成功⼤學、臺灣科技⼤學、臺北科技⼤學、華夏科技⼤

學、勤益科技⼤學、⾼雄科技⼤學、屏東科技⼤學等北中南知名⼤專院校

的教授講師，針對臺灣重點推動的智慧製造、電動⾞、機器⼈與機械⼿

臂、無⼈機等領域，結合達梭系統解決⽅案與⻑期合作夥伴包括⼠盟科技

以及誼卡科技，設計相關課程與研究⽣專案，⾄今累積數千名學⼦參與。

產學合作透過在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中運⽤達梭系統3DEXPERIENCE平台

特別是CATIA、SIMULIA、DELMIA、ENOVIA、BIOVIA、EXALEAD等產

業解決⽅案，幫助⼤三、⼤四學⽣或研究⽣團隊，得以更有效率地處理所

有設計和分析問題，培育未來在電機、電⼦、機械、材料、⼯業⼯程、船

舶設計與海洋⼯程、智慧⾞輛、航空航太、通訊等產業的⾼科技菁英。

臺灣⼤學⻑期透過系列課程暑期培訓學⽣學習，並運⽤達梭系統SIMULIA

Abaqus模擬應⽤軟體等解決⽅案，臺灣⼤學黃育熙教授表⽰，提供學⽣

兼具國際性與專業度的技術知識，幫助其強化其產品在結構強度、落摔、

撞擊、振動、⾃然頻率及疲勞CAE分析等專業領域的技術能量，開拓學⽣

實務經驗上之應⽤，對學⽣未來發展與競爭⼒極有幫助。⽽⻑期投入航空

載具發展與維修⼈才的培養，並打造無⼈機⼈才培育基地的虎尾科技⼤學

吳文忠教授亦表⽰，透過採⽤達梭系統CATIA解決⽅案，幫助學⽣增進在

無⼈機開發與設計的技能，希冀能為臺灣航空航太產業培育更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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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美學素養最夯 成⼤美學教育學程申請破千校內第1

【勁報/記者于郁⾦/臺南報導】「成⼤要培養的不是專業藝術家，⽽是跨領域美學素

養。」國立成功⼤學2016年推出「美學與藝術跨域學分學程」，108學年度第2學期開

始實施新制，提⾼學⽣與任課教師授課彈性度，有助於學⽣靈活串聯各課程，老師也

有更多機會媒合校外藝術家合作，促進校內外藝文交流；⽬前該學程已超過千⼈申

請，發展為成⼤校內最受歡迎第⼀⼤學分學程。

⾝為綜合型⼤學的成⼤，如何在校園中啟動美學教育，扮演重要⾓⾊的成⼤藝術中⼼

今年特別進⾏組織重整，整併改組並新增研究策劃組，⽤以研究當代藝術發展，整合

校內外特⾊與藝術資產，順應時代前進，推動美學教育。

美學與藝術跨域學分學程新制包含了素養、實作以及統整3類課程，共開設129學分，

學⽣需依照學程架構，累積15學分後才能取得學程證書。

成⼤藝術⻑暨⼯業設計系教授⾺敏元提到，新制改⾰降低學⽣擋修⾨檻，提⾼修課彈

性化，學⽣可以選擇先聽講座後進⾏⼯作坊，也能先實作，之後再連結相關講座，讓

勁報 2022/07/02 02:14(2天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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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從⼀條龍銜接變成多元串聯，能夠更靈活整合各式課程，選擇⾃⼰有興趣藝術領

域深入探索；新制改⾰後，課程彈性度提⾼，任課教師有更多機會與校外藝術家媒

合，開設密集⼯作坊，不僅協助學⽣累積實作經驗，亦能增進校內外藝術交流之創作

迸發。

成⼤副藝術⻑暨創意產業研究所副教授楊佳翰表⽰，成⼤是⼀所綜合型⼤學，沒有專

⾨藝術學院科系，學⽣們修完學程後⼤多還是回到原有專業領域。「美學與藝術跨域

學分學程的⽬標，其實就是培育綜合型⼤學學⽣在畢業前應具備美學素養與鑑賞能

⼒。」致⼒導入美學素養，讓成⼤學⽣成為對⽣活有感、對美學有感的⼈。

「美學與藝術跨域學分學程」統整類別中「美學藝術⽣活實踐」課程，是此學程最後

⼀哩路，所有學⽣必須修完這⾨課才能拿到學程證書。擔任授課老師的楊佳翰指出，

這⾨課主要是讓學⽣尋找志同道合組隊進⾏創作與策展，藝術中⼼與任課教師會提供

創作及策展諮詢，提供專業建議，同時亦會協助場地借⽤及作品資⾦上等⾏政協助。

疫情影響，這學期⼤部分學⽣作品在成⼤藝坊櫥窗展出，然⽽其中⼀組學⽣希望將展

覽擴⼤，發揮其影響⼒，在藝術中⼼協助下，⾄校外尋找合適畫廊場地舉辦「宇宙拘

留」展；該組別由都計系、企管系以及⼯資管系4位學⽣組成，以負⾯情緒為概念出

發，比擬⼈們在⾯對⼼中閉塞的負⾯情緒時，就好像獨⾃圍困在⿊暗宇宙中，加入維

度概念，發展成四⼤展區。

第⼀維度展品，以「⾊立體」概念發想，在塑膠片上雷切出⼀句句外在旁⼈閒語，最

終匯聚成⼀道射線；第⼆維度則是透過事前⼯作坊，邀請⺠眾進⾏互動訪談與作畫，

透過畫作表達負⾯情緒，再搭配訪談⾳檔，深入理解其背後創作理念；第三維度則是

⼀⾯三等份⻑鏡，透過左⽅、前⽅與右⽅不同⾓度反射，讓觀者藉以凝視鏡中不同⾯

向⾃⼰，寫下⾃我定義，創作互動感；第四維度則是團隊成員親⼿繪製4本繪本，包含

親情、友情、愛情與⾃我四⼤議題，帶領觀眾⼀同探索，在時間流淌下的⼼態轉折與

情緒變化。

楊佳翰提到，宇宙拘留組在策展過程中舉辦⼯作坊，透過藝術中⼼媒合，與成⼤學務

處⼼輔組合作，邀請⺠眾互動交流、分享負⾯情緒並作畫，⼼輔師帶領與會者進⾏⾃

我覺察與冥想，透過專業諮商，提⾼⼯作坊完整性與安全性，是校內跨單位、跨領域

合作良好典範。

楊佳翰補充說，修習學分學程學⽣好比校內藝術參與同⼼圓最核⼼，其周圍可能有許

多沒機會時間參與課程同學，如同此同⼼圓外環；因此這學期期末各組成果發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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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特別請修課學⽣邀請其他同學觀展，透過同儕⼒量，將校內藝術參與同⼼圓效⼒擴

⼤。

為提倡藝文風氣以及內外部資源整合需求，成⼤藝術中⼼也在今年提出組織重整，將

原先展⽰組、演藝組、教育組調整為研究策劃組、展演藝術組及教育發展3組。

藝術⻑⾺敏元指出，新成立研究策劃組將進⾏蒐羅、整合未來2年及當代重要藝文活動

與議題，作為中⼼及學分學程發展⽅向，透過與外部單位積極媒合、招募優良藝文師

資，期望⼯學院起家的成功⼤學，經過⻑時間不斷陶冶下，跟著時代前進，將藝術真

正帶進校園、融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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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美學素養最夯 成⼤校內第1美學教育學程申
請破千

⼤成報／于郁⾦ 2022.07.02 02:16

【⼤成報/記者于郁⾦/臺南報導】「成⼤要培養的不是專業藝術家，⽽是跨領域美學素

養。」國立成功⼤學2016年推出「美學與藝術跨域學分學程」，108學年度第2學期開

始實施新制，提⾼學⽣與任課教師授課彈性度，有助於學⽣靈活串聯各課程，老師也有

更多機會媒合校外藝術家合作，促進校內外藝文交流；⽬前該學程已超過千⼈申請，發

展為成⼤校內最受歡迎第⼀⼤學分學程。 

⾝為綜合型⼤學的成⼤，如何在校園中啟動美學教育，扮演重要⾓⾊的成⼤藝術中⼼今

年特別進⾏組織重整，整併改組並新增研究策劃組，⽤以研究當代藝術發展，整合校內

外特⾊與藝術資產，順應時代前進，推動美學教育。 

美學與藝術跨域學分學程新制包含了素養、實作以及統整3類課程，共開設129學分，

學⽣需依照學程架構，累積15學分後才能取得學程證書。 

成⼤藝術⻑暨⼯業設計系教授⾺敏元提到，新制改⾰降低學⽣擋修⾨檻，提⾼修課彈性

化，學⽣可以選擇先聽講座後進⾏⼯作坊，也能先實作，之後再連結相關講座，讓課程

從⼀條龍銜接變成多元串聯，能夠更靈活整合各式課程，選擇⾃⼰有興趣藝術領域深入

探索；新制改⾰後，課程彈性度提⾼，任課教師有更多機會與校外藝術家媒合，開設密

集⼯作坊，不僅協助學⽣累積實作經驗，亦能增進校內外藝術交流之創作迸發。 

https://n.yam.com/
https://n.yam.com/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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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副藝術⻑暨創意產業研究所副教授楊佳翰表⽰，成⼤是⼀所綜合型⼤學，沒有專⾨

藝術學院科系，學⽣們修完學程後⼤多還是回到原有專業領域。「美學與藝術跨域學分

學程的⽬標，其實就是培育綜合型⼤學學⽣在畢業前應具備美學素養與鑑賞能⼒。」致

⼒導入美學素養，讓成⼤學⽣成為對⽣活有感、對美學有感的⼈。 

「美學與藝術跨域學分學程」統整類別中「美學藝術⽣活實踐」課程，是此學程最後⼀

哩路，所有學⽣必須修完這⾨課才能拿到學程證書。擔任授課老師的楊佳翰指出，這⾨

課主要是讓學⽣尋找志同道合組隊進⾏創作與策展，藝術中⼼與任課教師會提供創作及

策展諮詢，提供專業建議，同時亦會協助場地借⽤及作品資⾦上等⾏政協助。 

疫情影響，這學期⼤部分學⽣作品在成⼤藝坊櫥窗展出，然⽽其中⼀組學⽣希望將展覽

擴⼤，發揮其影響⼒，在藝術中⼼協助下，⾄校外尋找合適畫廊場地舉辦「宇宙拘留」

展；該組別由都計系、企管系以及⼯資管系4位學⽣組成，以負⾯情緒為概念出發，比

擬⼈們在⾯對⼼中閉塞的負⾯情緒時，就好像獨⾃圍困在⿊暗宇宙中，加入維度概念，

發展成四⼤展區。 

第⼀維度展品，以「⾊立體」概念發想，在塑膠片上雷切出⼀句句外在旁⼈閒語，最終

匯聚成⼀道射線；第⼆維度則是透過事前⼯作坊，邀請⺠眾進⾏互動訪談與作畫，透過

畫作表達負⾯情緒，再搭配訪談⾳檔，深入理解其背後創作理念；第三維度則是⼀⾯三

等份⻑鏡，透過左⽅、前⽅與右⽅不同⾓度反射，讓觀者藉以凝視鏡中不同⾯向⾃⼰，

寫下⾃我定義，創作互動感；第四維度則是團隊成員親⼿繪製4本繪本，包含親情、友

情、愛情與⾃我四⼤議題，帶領觀眾⼀同探索，在時間流淌下的⼼態轉折與情緒變化。

楊佳翰提到，宇宙拘留組在策展過程中舉辦⼯作坊，透過藝術中⼼媒合，與成⼤學務處

⼼輔組合作，邀請⺠眾互動交流、分享負⾯情緒並作畫，⼼輔師帶領與會者進⾏⾃我覺

察與冥想，透過專業諮商，提⾼⼯作坊完整性與安全性，是校內跨單位、跨領域合作良

好典範。 

楊佳翰補充說，修習學分學程學⽣好比校內藝術參與同⼼圓最核⼼，其周圍可能有許多

沒機會時間參與課程同學，如同此同⼼圓外環；因此這學期期末各組成果發表時，也特

別請修課學⽣邀請其他同學觀展，透過同儕⼒量，將校內藝術參與同⼼圓效⼒擴⼤。 

為提倡藝文風氣以及內外部資源整合需求，成⼤藝術中⼼也在今年提出組織重整，將原

先展⽰組、演藝組、教育組調整為研究策劃組、展演藝術組及教育發展3組。  

藝術⻑⾺敏元指出，新成立研究策劃組將進⾏蒐羅、整合未來2年及當代重要藝文活動

與議題，作為中⼼及學分學程發展⽅向，透過與外部單位積極媒合、招募優良藝文師

資，期望⼯學院起家的成功⼤學，經過⻑時間不斷陶冶下，跟著時代前進，將藝術真正

帶進校園、融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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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林家祥團隊最新技術 能把消失衛星影

像「補回來」

2022-07-04 12:58  聯合報／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成大電機系副教授林家祥結合人工智慧的「深度學

習」與數學函數理論「凸優化」，發展出獨一無二

的「CODE理論」，把消失的太空衛星拍到影像

成 大 電機系副教授林家祥（中）與實驗室成員，由左而右為林子亘、湯柏
緯、朱曼君、陳懿。圖／成 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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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回來，其運算效率與影像還原度領先全球現

有技術，對太空遙測技術具重要價值。

這項研究成果獲刊「衛星遙測」領域指標性期刊《I

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

ensing》。

林家祥表示，發射低軌道衛星回傳高光譜影像以觀

測地表構造與物質，但這類「高光譜衛星影像」有

別於 一般RGB三原色（紅、綠、藍）相組成 的影

像，可捕捉多達242種不同頻譜（以NASA Hyperio

n衛星影像為例），因此造價不斐，也因為取得管

道少，有錢也不見得買得到，倘若因為衛星感測器

失靈導致購得的影像殘缺，將造成許多不便。

「凸優化」又稱作凸函數最佳化，是數學最佳化問

題中的一個子領域，探討定義於某一抽象集合中的

局部最佳值，同時也是全局最佳值。

成大電機系副教授林家祥說，為解決高光譜影像辨

識與重建，工程師們常選擇以人工智慧的「深度學

習」或以數理運算為基礎的「凸優化」其一作為解

決問題的切入點，長期以來這兩項工具各有優點而

未被彼此取代。

「深度學習」可以透過大數據訓練人工智慧，無須

複雜的數學運算也能重現消失的衛星影像，但蒐集

多達百萬筆的「大數據」，就得耗費半年到一年的

時間，更何況是每一筆資料都是造價高昂的衛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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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反觀以數理運算為基礎的「凸優化」，僅只需

要單筆或少量數據即可運算並還原影像原貌，但這

類影像處理方式需要經歷繁複的公式簡化過程，有

時甚至需要具備數學系碩士以上的學識才能達成這

項工作。

林家祥指出，在高光譜影像辨識領域，比較不具備

數學背景的學生和一般軟體工程師常會因時間或技

術上的限制，遇到軟體開發困境。而以往用單筆數

據或小數據就能精準重現衛星影像是幾乎不 可 能

的，就算能夠重現，補回來的影像也會模糊或有色

差，與實景不符，更遑論以此判斷衛星影像細部物

質差異的功能。

林家祥與團隊將凸優化概念引入深度學習，透過

「Q範數」（Q-Norm，基於「特徵數值皆大於零」

的矩陣Q而設計的數學函數）調節因子作為人工智

慧深度學習的核心運算公式，最終成功萃取小數據

成像中的關鍵資訊，還原衛星影像完整面貌。

2021年林家祥的團隊以高光譜影像重建成果發表論

文〈ADMM-ADAM: A new inverse imaging frame

work blending the advantages of convex optimi

zation and deep learning〉使用美國太空總署NA

SA衛星影像拍攝北美洲的城市、農田、山區與海岸

線等四種地貌做展示，並與各國產學界現行具備的

影像辨識技術做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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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像還原度與運算效率上，林家祥團隊的系統皆

表現最佳，並且在影像處理領域公認4大關鍵指標

皆達到目前全世界最好的表現，同時將原本需要破

萬組數據的深度學習技術，在論文中只用了400組

數據就辦到，若現存仰賴大數據的衛星影像修復軟

體需要5000組數據，可省下美金23萬4600元（相

當約台幣692萬餘元），即能達到少量數據、精準

運算的成果。

最左邊為衛星拍攝完整畫面，第二排為感測器失效時 所拍攝
的殘缺畫面， 最右側為 成 大 電機系副教授林家祥團隊研發之

運算系統呈現結果， 不僅填補斷裂的殘缺，顏色與位置細節
與完整畫面近乎一樣。圖／林家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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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廣⾓鏡〉成清跨領域課程 旅溯雙城
2022-07-04

成⼤與清⼤攜⼿舉辦「旅溯雙城」跨校課程。（成⼤文學院提供）

2天線上、5天實境課程　認識南北⾃然及資源特⾊　豐收

成功⼤學文學院與清華⼤學通識中⼼舉辦「旅溯雙城：台南與新⽵的⾃然與⼈文」跨校、跨領域的創新課

程，帶領成⼤與清⼤學⽣在新⽵及台南實地踏查，進⾏深度的雙城文化體驗。

成⼤文學院、歷史系、不分系與清華⼤學通識中⼼合作，以「踏溯台南」的精神，規劃三學分的「旅溯雙

城」跨校課程。成⼤文學院表⽰，「旅溯雙城」課程於兩年前就著⼿規劃，但因疫情影響，⼀直到今年才順

利舉⾏。

「旅溯雙城」在成⼤的課程，討論台灣由南到北的⾃然與資源特⾊，規劃以東郊道路往北側移動調查，⾏經

台江內海、倒風內海東緣的聚落，探訪明鄭時期後社會⼈群的發展蹤跡，原漢社群文化、拓墾發展、地域產

業、信仰複合交融的情形，以歷史考現學、⼈類學⽥野、地理實地探索的研究⽅法論來思考，進⽽觀看周遭

⽣活與產業的連動關係。

清⼤通識中⼼則以⽵塹城內外作為⽥野的觀察據點，帶領學⽣探訪不同空間的⽣活⾯貌，了解閩南與客家族

群所交織的脈絡；⾃然資源與近代產業的變遷，具體⽽微地展現北台灣的發展脈絡。

課程內容結合專家講座，安排兩天的線上課程與五天的實境課程，於台南⾛訪了台南舊城區、善化、六甲、

東⼭與關⼦嶺，另兩天踏查新⽵磺坑油礦產區、明德⽔庫地層實察、新埔劉式雙堂屋，最後⼀天舉辦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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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會。           （記者施春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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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院、成⼤重啟海外⾒習
2022-07-03

成功⼤學普渡雙聯學位計畫學程學⽣近⽇出發前往美國，將到美國普渡⼤學參加為期兩週的暑假密
集課程。（成⼤提供）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受到疫情影響，近兩年來學⽣申請出國進修的比例⼤幅下降，不過今年暑假，已相繼有⼤學重啟海外⾒習

團。中信⾦融管理學院三⼗八名學⽣上⽉⾶往法國巴黎，展開為期三週的海外⾒習。成功⼤學普渡雙聯學位

計畫學程四⼗⼀名學⽣也在⽇前出發，前往美國普渡⼤學參加⾸度由兩校合辦的短期密集課程。

中⾦院每年暑假都會規劃「海外⾒習」，擇優贊助準⼤三⽣前往歐、亞洲等知名商學院學習，三⼗八名原訂

⼀０九年暑假就要到法國⾒習的學⽣，因為疫情影響，這趟法國⾏延後了兩年才成⾏，趕在畢業時出國圓

夢。

為期三週的海外⾒習，除了到法國雷恩商學院上聯合國永續發展⽬標的主題課程外，也利⽤假⽇去探索法國

城市的⼈文風光。

成⼤普渡雙聯學位計畫學程的四⼗⼀名⼤⼀、⼤⼆學⽣，也在近⽇啟程⾶往美國，到美國普渡⼤學參加為期

兩週的暑假密集課程，期間不僅安排普渡⼤學教授的密集專業課程，亦規劃各項交流參訪活動，讓學⽣能在

美國直接體驗當地多元文化，吸收頂尖教育資源，提升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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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電機系主任林志隆表⽰，去年全球COVID-19疫情嚴峻，考量學⽣健康安全，暑假課程延後⼀年舉辦。

今年在各地旅遊管制逐漸放寬條件下，學校以最⾼規格的防疫標準超前規劃，做好萬全準備，讓家⻑放⼼讓

學⽣前往美國普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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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學歷畢業當房仲 吳曉芳：信義房屋讓爸媽以我為榮

吳曉芳（中）選上傑出店⻑與總統合照。圖⽚來源:	信義房屋

信義房屋 旅遊 成功大學

2022/07/02 08:57:00

經濟日報 記者馬琬淳／台北報導

信義房屋天母美校店店長吳曉芳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最後選擇信義房屋作為發揮舞台，許多人會問她，高學

歷為何當房仲?她認為，信義房屋讓她買房、走遍世界五大洲旅遊，選上傑出店長與總統合照，更讓屏東漁村

的老父母以她為榮。

吳曉芳說，自己天生「怪咖」，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後，「降級」去念高雄餐旅學院，天真的想把吃喝玩樂當

工作，但畢業後卻是掃房間、洗衣房做雜務。吳曉芳的父母來自屏東東港漁村，僅有國小畢業，因此對於高學

歷卻沒照正軌走的吳曉芳很不諒解，媽媽曾說「女兒讓他抬不起頭」。

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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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吳曉芳出社會4年期間在餐飲業、服務業打滾，發現她喜歡與人互動。因為喜歡銷售，她後來轉行改做

銷售房屋，第一站來到竹北高鐵店，在雜草比人高的地區奮鬥，她笑說「天天都騎過頭」。但高學歷反而成為

她陌生開發的敲門磚，她拜訪社區時，「成大畢業當房仲」也引發好奇心，打開話題，也靠著就學的人脈認識

園區許多成大的學長姊。

吳曉芳說，學歷僅是文憑，是否言之有物才是她與客戶能保持深度互動的關鍵，因此她培養旅行、閱讀等廣泛

興趣，到北極划船、祕魯亞馬遜河探險等，先讓自己成為「有趣的靈魂」，２年前到天母美校店後，跟許多國

外回來的客戶、企業家互動更是如魚得水。

2018年她選上全國商店傑出店長，是她連選了4年才有的成果，有跟總統蔡英文合照的機會，吳曉芳回想，當

時她拿到照片後，連夜趕車回屏東，想要讓爸媽以她為榮，可惜當時母親已失智，只是看著她的照片微笑，而

父親則是開心的說，要把照片洗出，裱框放在家中客廳，驕傲之情溢於言表。

吳曉芳說，父母親相繼過世後，他才在老家的鄰居口中聽到平時不擅言詞的父母親是多麼以她為榮，他也很謝

謝信義房屋，不僅讓她有經濟餘裕照顧家人，每年的獎勵旅遊也讓她帶著父母親出遊，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

她現在也無償向學弟妹開課分享自己的銷售經驗，心懷感謝做更多利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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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師鐸獎完整名單在這 暨⼤前後任
校⻑都拿師鐸獎

國立暨南國際⼤學前校⻑蘇⽟龍（右）獲得今年師鐸獎肯定，暨
⼤現任校⻑武東星（左）也曾獲師鐸獎，前後任校⻑均為師鐸獎
得主屬罕例。（暨⼤提供）

2022/07/04 12:21

〔記者林曉雲／台北報導〕教育界最⾼榮譽師鐸獎，今年獲獎

完整名單出爐，台北市9⼈最多，台中市6⼈，新北市5⼈，桃
園市4⼈，台南市、⾼雄市和屏東縣各3⼈，⼤學共有9⼈，其
中，國立暨南國際⼤學前校⻑蘇⽟龍獲獎，暨⼤現任校⻑武東

星也曾獲師鐸獎，前後任校⻑均為師鐸獎得主屬罕例；國立成

功⼤學教授湯銘哲和教授林財富今年同獲殊榮，同校1年有2⼈
獲獎也少⾒。

近⽇各地⽅教育局陸續發布今年師鐸獎得主訊息，教育部預計

於9⽉27⽇在陽明⼭中⼭樓舉⾏，由總統蔡英文親⾃頒獎。

國立暨南國際⼤學前校⻑蘇⽟龍的⽗親，曾在黃俊雄布袋戲團

當樂師，他從⼩在戲團助演、播樂、放電光砲，受到師⻑的⿎

勵，考取台⼤化學系，他表⽰，⾃⼩就相信教育可以改變⼈的

⼀⽣，後赴美取得博⼠學位，在台⼤任教16年，再借調暨⼤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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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應⽤化學系，當時遇到921地震，就決定留在暨⼤實踐對教
育的理想。

⽽暨⼤現任校⻑武東星於2015年獲師鐸獎，⼯友爸爸和不識
字媽媽教出⼀名⼤學校⻑，⽗⺟常常遺憾不識字，無法改善家

庭經濟，從⼩就⽿提⾯命「讀書很重要」，他從⼩立志靠讀書

脫貧，常勉勵學⽣「肯學、肯做、肯付出、肯負責」，不要當

「啃老族」。

成⼤⽣理學科技研究所特聘教授湯銘哲，曾現任成⼤教務⻑，

現為國際傷⼝修復與再⽣中⼼主任，專⻑學科細胞⼒學、腎臟

⽣理學、傷⼝修復與再⽣醫學；成⼤教授林財富現為成⼤研發

⻑，致⼒於有害藻類監測與⽔處理研究，技術應⽤於亞美澳洲

等地，居世界領先地位。

⼈數最多的台北市，今年有17⼈參加遴選，1位校⻑及8位教
師脫穎⽽出，其中，⽯牌國中老師林連鍠是理化老師，為了讓

學⽣們能更認識台灣的⽣活文化，積極編製本⼟語⾔相關教

材、指導學⽣參加閩南語競賽，曾得台灣文學獎和教育部本⼟

語⾔特殊貢獻獎；興隆國⼩老師陳建光原是程式設計師，因為

喜歡掌中戲，放棄⾼薪改任國⼩老師，2020年成立「隆宛然
掌中戲團」，跨域整合資訊科技、傳統戲曲和⼿作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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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學教授湯銘哲（左）和教授林財富（右）今年同獲師
鐸獎殊榮，同校1年有2⼈獲獎也少⾒。（圖拮取⾃成⼤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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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最⾼榮譽師鐸獎，今年獲獎完整名單出爐。（記者林曉雲
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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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殘⼩巨⼈⾏善近30載 最想求台
灣能立法安樂死

在台南市區⾃家店內賣彩券的重殘⾝障⼈蔡清

雄，希望政府重視像他這種社會底層弱勢者對選

擇⽣死的權利，早⽇催⽣安樂死的立法。（記者

王俊忠攝）

2022/07/03 12:56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在台南地⽅⼈稱「老五」

的蔡清雄，幼年因病雙腳萎縮重殘、右⼿也萎縮，卻

四處⾏善近30年，被地⽅稱誦是⾝障⼩巨⼈。如今67
歲的他⾃認⼀⽣是「廢物」再利⽤，並在36年前就把
⼤體捐給成⼤醫學院，是成⼤器捐感謝狀第1號，他
衷⼼希望政府要讓他這種不幸的⼈有選擇⽣死的機

會，不致連累家⼈與社會，請政府慎重思考立法、讓

安樂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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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出⽣在台南的蔡清雄，在家中排⾏5男，「老
五」就這樣被叫習慣，他幼年罹患當時流⾏的⼩兒⿇

痺，雙腳嚴重萎縮、右⼿也有萎縮情形，剩左⼿功能

完好，病情最嚴重時只剩⼀⼝氣，原本⺟親想放棄治

療，倒是鄰居不捨、要蔡⺟繼續求醫、救活他！

老五⾃我調侃地說，若當時家⼈放棄、結束他⾝障⼩

⽣命，解脫了還好，結果救活的是他坎坷命運的⼀

⽣。他坦⾔，⼩時候曾為重殘、⾝⾼僅常⼈⼀半想不

開，欲⾃我了斷，也埋怨過⽗⺟⽣給他殘缺⾝體，上

國中到醫院復健時，曾任性的要⺟親背他，⺟親背他

⼀段⻑路後，可能受不了、⼀直嘔吐，那時候看到⺟

親的痛苦，忽然領悟到是殘缺的⾃⼰連累⺟親、家

⼈，此後思想轉趨成熟，不再任性胡鬧，是他成⻑轉

捩點。

總說⾃⼰像「廢物」的老五，常參加台南YMCA⾝障
團體活動，記得27年前，1次到原南縣養老院探視，
看⾒1位修女餵養老⼈時，把老⼈⼝中掉出來的米粒
吃進⾃⼰嘴裡，這感⼈畫⾯震撼著他，當時老五就暗

⾃發下有⽣之年要像偉⼤修女扶老濟弱的宏願。

20多年來，老五每⽉定期呼朋引伴到安養中⼼探視老
⼈、陪伴唱歌、閒話家常。遇養老院設施損壞，就託

常⼈充當⽔電⼯、⼟⽊⼯維修，不仰賴政府，⽤最少

經費發揮最⼤效益。此外，他也會利⽤假⽇騎改裝的

⾝障機⾞搭載其他孤老或⾝障朋友外出兜風、野餐，

每回看到這些孤老或⾝障朋友臉上洋溢滿⾜笑容，蔡

清雄就覺得⼀切辛勞付出都值得了！

蔡清雄認為，⾃⼰能活下來、該做些有⽤的事彌補⾃

⼰罪過，要靠殘存的1隻左⼿養活⾃⼰，不讓⺟親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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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未來、也不要連累家⼈，⾄少是廢物再利⽤，勉

勵⾃⼰做個殘⽽不廢的⼈、幫助比他更不幸的⼈，在

1986年就決定把⼤體與器官捐給成⼤醫學院做研究。

老五直⾔，因為他⻑期與比較弱勢的⼈相處，有些⾝

障、弱勢朋友活著很困難；想要死也沒有辦法，這是

很可悲的⼈⽣，他有1位50多歲的⾝障朋友，⾝體功
能退化到無法⾃理，兩位80多歲的年邁⽗⺟⼜無法照
顧他，就萌⽣短念。他同理⼼想著希望台灣有部能夠

合法安樂死的法律，能幫助像他與友⼈同樣不幸的⼈

有選擇⽣死的機會，不要再連累家⼈與社會，造成國

家重⼤負擔。

蔡清雄強調，⼈⽣要活得有價值、死得有尊嚴，才不

會遺憾終⾝，台灣已經進步到有同性相戀合法婚姻，

政府應該進⼀步思考讓安樂死也能合法化，幫助不幸

的⼈能夠尊嚴的往⽣，這⼀切要有合理的立法，「我

⼀直盼望有1天能夠廢物利⽤到盡頭，選擇安樂死來
結束⾃⼰⽣命」。

⾝障⼩巨⼈蔡清雄於1986年即同意在⾃⼰過世後
捐出⼤體給成⼤醫學院作解剖研究之⽤，獲得成

⼤第⼀號器捐感謝狀。（記者王俊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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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立暉善德會資深會員的⾝障⼩巨⼈蔡清雄

（前坐者）過去與會員們定期辦捐⾎活動、獻愛

⼼。（資料照，記者王俊忠攝）

蔡清雄（中者）年輕時到安養中⼼陪伴、慰問安

養⻑輩情景。（圖由蔡清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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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清雄（左前1）年輕時與夥伴到安養中⼼陪伴、
慰問安養⻑輩情景。（圖由蔡清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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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婦急性心肌梗塞 麻新醫護大陣仗
完成心導管手術
2022/07/04 10:00

1名急性⼼肌梗塞婦女⽇前⾄⿇豆新樓醫院急診，醫師獲

悉為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 確診

者 ， 仍 把 握 搶 救 黃 ⾦ 時 間 ， 由 ⼼ 臟 內 科 醫 師 劉 嚴 文

（右）帶領順利完成⼼導管⼿術，病⼈術後恢復良好。

（⿇豆新樓醫院提供）

〔記者王涵平／台南報導〕1名急性⼼肌梗塞婦女⽇前⾄⿇

豆新樓醫院急診，醫師獲悉為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

病，COVID-19）確診者，仍把握搶救黃⾦時間，由⼼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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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醫師劉嚴文帶領順利完成⼼導管⼿術，病⼈術後恢復

良好，已順利出院。

部定臨床教授、成⼤醫院⼼臟科醫師劉嚴文受邀加入「⿇

新成⼤，⼼⼿相連」計畫，⾄⿇豆新樓醫院駐診，⽇前收

治1名婦女，在家曾昏倒兩次，隔⽇因持續胸悶不適到院求

診，經診斷為急性⼼肌梗塞。劉嚴文考量病⼈已延遲就

醫，且⼼跳也有逐漸趨緩情形，若再轉送他處，恐耽誤搶

救黃⾦時間，當場決定緊急⼿術。

⾯對武肺確診者，搶救難度增加，⿇豆新樓醫護團隊⾝穿

⼄級防護衣，並緊急使⽤醫療級空氣清淨機，以降低醫護

⼈員在⼿術過程中可能的感染風險，⽽防護裝備對於⼿術

有⼀定程度的⼲擾；主⼑劉嚴文表⽰：「像是戴著防護⾯

罩，很容易產⽣霧氣，會遮擋住視線，妨礙⼿術進⾏，所

以⼿術過程中還得要控制呼吸…」醫護團隊仍克服困難、成

功完成⼿術。

劉嚴文提醒，⼼⾎管疾病是武漢肺炎重症的危險因⼦，患

有⼼⾎管疾病的⺠眾在疫情延燒之際更要按醫囑服藥，千

萬別因為擔⼼到醫院看診拿藥有感染風險⽽⾃⾏停藥或減

少藥量。已經確診且有⼼⾎管疾病的⺠眾，可以預約視訊

⾨診看診，再由親友到院領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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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歲確診婦人又心肌梗塞 醫師著防護

衣手術成功搶救

2022-07-04 09:53  聯合報／  記者謝進盛／台南即時報導

60多歲婦人確診突急性心肌梗塞，被緊急送往麻豆

新樓醫院急救，為把握搶救黃金時間，心臟內科醫

師劉嚴文冒著感染風險，帶領醫護人員身著防護衣

完成 心導管手術，病人術後恢復良好 ，已順利出

院。

這起特殊案例發生在上月下旬，麻豆新樓醫院收治

一名急性心肌梗塞60多歲婦女，醫院獲知婦人為新

冠肺炎確診，為把握搶救黃金時間，由劉嚴文帶領

醫護人員緊急執行心導管手術。

手術過程中，醫護人員均身穿乙級防護衣及使用醫

療級空氣清淨機，降低可能感染風險，也克服身著

防護衣不便干擾，最後成功完成手術病人術後恢復

良好，已順利出院，定期回診中。

劉嚴文分享身著防護衣手術過程，像是戴著防護面

罩，很容易產生霧氣，也會遮擋住視線，避免妨礙

手術進行，過程還得要控制呼吸，雖在心理層面與

執行現場碰上挑戰，醫護團隊終克服困難，成功完

成手術。

他提醒，心血管疾病是新冠肺炎重症的危險因子，

患有心血管疾病者，更要按醫囑服藥，千萬別因擔

 手術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2MT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86%AB%E8%AD%B7%E4%BA%BA%E5%93%A1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9%8B%E8%A1%93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6%B0%E5%86%A0%E8%82%BA%E7%82%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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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到醫院看診拿藥有感染風險而自行停藥或減少藥

量。已確診且有 心血管疾病， 可預約視訊門診看

診，再由親友到院領藥。

院方說，甫為部定臨床教授的成大醫院心臟科醫師

劉嚴文，受邀加入「麻新成大，心手相連」計畫，

去年10月至麻豆新樓醫院駐診服務，多次展現醫護

人員救人使命感，在地方累積好口碑。

成 大醫院心臟科醫師劉嚴文（右）帶領醫護人員身著防護

衣， 為確診急性心肌梗塞婦人完成 心導管手術。圖  ／醫院

提供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2866/6424319?Utm_source=udn&utm_medium=keyword&utm_campaign=vip&utm_term=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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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蔡清欽／台南報導】 2022/07/04

急性腦中風 動脈內機械取栓

▲張育銘醫師說，「動脈內機械取栓術」讓大血管中風治療黃金
期延長到八小時，大大增加搶救的時機。（記者蔡清欽攝）

50歲陳女⼠突發右側⼿腳沒⼒氣且無法說話表達，經急診醫師判
定為急性腦中風，緊急施打靜脈⾎栓溶解劑，惟醫師發現病⼈腦

中風嚴重分數⾼，透過轉院系統緊急聯絡成⼤醫院，成醫接收患

者後判定為⼤⾎管中風，緊急執⾏動脈內機械取栓術，順利在發

病5⼩時左右打通⾎管，由於把握黃⾦治療期、順暢轉院系統及動

脈內機械取栓術，患者僅遺留極少後遺症，⽣活起居無虞。

成⼤醫院中風中⼼醫師張育銘指出，缺⾎性腦中風往往會造成嚴

重的神經學損傷甚⾄死亡，依據衛福部公布2020年國⼈10⼤死

因，腦⾎管疾病仍⾼居第四名，且腦中風留下的後遺症常會導致

⽣活功能缺損，無法返回職場⼯作，嚴重者甚⾄得臥床度過餘

⽣。能否及時搶救中風即將壞死的腦細胞，是患者預後的決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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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因此，缺⾎性腦中風的黃⾦期往往是最關鍵的時候。

張育銘說明，急性缺⾎性腦中風，過去有賴靜脈⾎栓溶解劑的搶

救，在剛發⽣腦中風的黃⾦3⼩時內及時施打靜脈⾎栓溶解劑，搶
救回⽣命，其中有3成可以恢復神經學功能⾄接近病前。但研究也

發現，靜脈⾎栓溶解劑對於⼤⾎管中風患者的療效不佳，能真正

打通⼤⾎管阻塞的比例只占1⾄3成。以靜脈⾎栓溶解劑治療⽽
⾔，適⽤的施打時間只在中風後3⾄4.5⼩時內，若延遲送醫，短

暫的黃⾦治療期就容易錯過了。

他說，近年來國內各⼤醫院都逐步推⾏動脈內機械取栓術，可以

有效幫助⼤⾎管中風患者取出⾎栓，進⽽搶救回眾多腦細胞及恢

復神經學功能。根據健保規定，符合急性⼤⾎管阻塞的缺⾎性腦

中風患者，中風發⽣8⼩時之內都有機會接受動脈內機械取栓術，
把⼤⾎管中風患者的黃⾦期延⻑到8⼩時，⼤⼤擴增了搶救的時

機。

張育銘醫師表⽰，成醫從2016年⾄今已服務過上百例動脈取栓患

者，成功打通率約9成，且患者3個⽉後恢復⾄獨立⽣活狀態者約
占3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