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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法律碩士首設在職專班科際整合組 培養新世
代專才

大成報／于郁金 2021.11.29 12:52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增設碩士在職專班「科際整合

組」，招收13名學員，今年12月1日至12月9日受理網路報名，明年9月正式開始授

課，提供非法律專業人士就讀，增進法律基礎知識，透過課堂跨領域案例探討以及跨領

域專業交流，將學術應用於實務，回饋於職場。  

 

成大法律系主任陳運財表示，法律系碩士在職專班「法律專業組」已設立5年，招收已

取得法律相關科系學歷者，而法律系長期籌備、持續推動增設「科際整合組」，則在今

年首度招生、明年將首度開課，讓非法律專業人士同樣有管道加強法學知識及素養。  

 

成大身為綜合型大學，資源豐沛。陳運財表示，法律系可提供在職專班學生的跨領域師

資，其中也不乏與他科系合聘的師資，具有跨領域研究的基礎，專業橫跨水利、食安、

醫工等多種領域，充分搭起學術與實務橋樑。  

 

陳運財表示，成大法律系增設非法律背景在職專班「科際整合組」，讓學員透過學習法

律入門跟基礎知識，以及借鏡相關案例，對學員在自己專業領域的工作上能有幫助；

「設置非法律背景的科際整合專班的目的，希望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能夠透過法律的學

習，能夠知道在處理決策、精營、管理，乃至於執行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法

律問題，並透過法律的學習，融入各自的專門領域裡面。」  

 

陳運財指出，近年來法律界強調「預防法學」的重要性，呼籲在各場域執業需要提升法

律風險管理的概念。企業彼此之間或與政府機關洽談合作案或簽訂契約時，涉及金額通

常很高，一旦有任何問題，若等到將來陷入糾紛之際才處理，可能對雙方都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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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能在合作之初，即考量未來可能產生的風險，在契約擬定過程中把預知可能的

法律風險先寫在契約中，及早做好風險管理，盡量避免未來發生糾紛，對雙方較有保

障。  

 

「法律是社會科學的一塊，會隨著社會科技的發展受到影響。」陳運財也指出，經貿社

會結構的變遷、科技化的產業，政經發展、學術研究的分工多元，社會問題相對複雜

化，各行各業面對的爭議問題越來越新穎、層出不窮，法律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角色，

應採取科際整合的方式以應對大環境的改變。  

 

「即使是目前已經擔任法官、檢察官或律師的專業人員，還是需要跟著政經情勢發展吸

收一些新的知識。」陳運財表示，法律系碩士在職專班的課程設計，融合近期案例的探

討，並且包含多元領域如商法、證券交易法、醫療法、工程法等，有助於學員超越本身

專業，從不同視角檢視執業時遇見的議題。  

 

成大法律系在職專班招生，招收名額共26名，「法律專業組」與「科際整合組」分別

各招收13名；網路報名自12月1日上午9時起至12月9日下午16時截止，歡迎各領域人

士報名。  

 

成大碩士班招生網頁：https://reurl.cc/95Nz6O  

成大法律系網頁：  

https://reurl.cc/eml5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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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Formosa偎海e所在」凝聚國際化南方觀點臺灣學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深化臺灣學研究，11月26、27日

在成大光復校區舉辦「Formosa偎海e所在」國際學術研討會；邀集臺灣、日本、西班

牙等學者專家，追溯、探索成大與府城、臺灣，以及與世界生成演變關係，以期逐步

凝聚南方觀點的國際化臺灣學研究。

慶祝成大建校90週年及迎接即將到來2024年熱蘭遮城建城400年，成大文學院推出

「Formosa偎海e所在」國際學術研討會；「Formosa」美麗的島嶼，是16世紀以來

臺灣另一個稱呼。成大副校長陳玉女開幕致詞表示，「偎海e所在」計畫名稱取自臺灣

最古老市鎮大員(Tayouan)，其西拉雅語意為靠海的地方，也代表計畫從海洋觀點開

始，往前探索臺灣史前住民身影，往後則探詢16世紀以來的臺灣歷史發展。
 

成大文學院「Formosa 偎海e所在」計畫，結合社科院、理學院等相關領域共組研究

群，藉由歷史展演、戲劇演繹、影視記錄、田野調查、史蹟勘考、論文研究發表，以

及 AR、VR 現代新科技等多元途徑，再現臺灣研究新意，藉以扎根並強化成功大學近

年推動的臺灣學研究基礎和能量。

接連兩天，成大「Formosa偎海e所在」國際研討會共計舉行5場主題演講，進行15篇

勁報 2021/11/26 23:05(2天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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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探討5大主題包含：「婆娑之島：臺灣與海洋」、「復返原史與當代」、

「動力臺灣：Power Age」、「人文心・鳳凰魂：在地文學與歷史旅路」、「瓜瓞綿

綿：文化資產扎根與傳承」，內容涵蓋豐富多元。

成大「Formosa偎海e所在」國際研討會邀請多位重量級主講人帶來精彩主題演講；其

中，11月26日下午「動力臺灣：Power Age」場次，將由成大化工名譽教授翁鴻山主

講「工程教育是臺灣經建發展的重要動力來源」；11月27日上午「人文心・鳳凰魂：

在地文學與歷史旅路」場次，資深臺灣文學研究者、成大110年傑出校友張良澤將以

「八年榮歸成大-我與臺灣學關係(1970-1978)」為題，進行主題演講。

12月1日至12月4日成大文學院「Formosa偎海e所在」計畫將結合成大「第3屆戲劇

節」，透過公開展覽、表演藝術演出與科技教育推廣等方式，展現文學、藝術等教學

研究成果。集結文學、戲劇、繪畫、舞蹈、樂器演奏等多重藝術形式與小西門歷史空

間建築，12月4日上午成大校園將首次演出展演式策展劇作《府女》，活動精采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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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  商情  熱門亮點

成大產學創新總中心 獲「產學合作績優單位」

本文共549字

創新 成功大學 技轉育成中心 晶華

2021/11/26 17:01

經濟日報 張傑

中國工程師學會日前慶祝成立110年，與各專門工程學會於晶華飯店共同舉辦慶祝年會，

會中頒發各類獎項，成功大學產學創新總中心在尚未整併前，曾8度囊括「產學合作績優

單位」的殊榮，此次再度獲獎，也是成功大學產學創新總中心整併後，首次拿下本項殊

榮。

頒獎典禮上，由成大助理副校長暨產學創新總中心主任莊偉哲特聘教授親自領獎，從中

國工程師學會理事長施義芳手中接下「產學合作績優單位」獎牌。

成大助理副校長莊偉哲特聘教授表示，「這面獎牌對我們意義非凡，是產學創新總中心

整併後再度受到肯定。」因應學用合一趨勢與需求，成大積極投入產學合作業務轉型，

2020年整合校內主要負責產學業務的三個單位，包括研究總中心、技轉育成中心與國際

產學聯盟，創立產學創新總中心。

讚 1

https://money.udn.com/
https://money.udn.com/money/cate/5597
https://money.udn.com/search/tagging/1001/%E5%89%B5%E6%96%B0
https://money.udn.com/search/tagging/1001/%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https://money.udn.com/search/tagging/1001/%E6%8A%80%E8%BD%89%E8%82%B2%E6%88%90%E4%B8%AD%E5%BF%83
https://money.udn.com/search/tagging/1001/%E6%99%B6%E8%8F%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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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成大長年投入產學合作績效卓著，產學創新總中心前身之一的研究總中心，過

去就曾８度拿下「產學合作績優單位」，而成大產學合作計畫金額過去5年期間，每年都

有８億以上的成績，2020年更是一舉突破10億，2021年預估金額將會更上層樓。

而成大技轉金額自2009年起，連續11年破億，在在顯示成大長年以來投入產學合作領域

的努力備受肯定，累積的豐碩成果傲視國內其他大學。

成功大學產學創新總中心榮獲110年中國工程師學會「產學合作績優單位」，由學會理事長施義芳

授獎給成大助理副校長莊偉哲特聘教授(右)。 成功大學/提供



2021/11/29 上午9:12 成大90週年 宣告致力培育T型人才 | 地方亮點-好生活 | 中央社 CNA

https://howlife.cna.com.tw/local/20211126S004.aspx 1/3

首頁 / 地方亮點 / 內容

成大90週年 宣告致力培育T型人才
發稿時間：2021/11/26 15:02  最新更新：2021/11/26 17:41

成功大學今年歡慶90週年，於11/25舉辦「T型人才‧世界樞紐」跨界高峰論壇，副總統

賴清德以校友身分出席祝賀、闡述對於未來人才培育的期待。

成大90週年校慶，邀請校友賴清副總統德出席「T型人才‧世界樞紐」跨界高峰論壇，闡述對於未來人才培育的期

待。

https://howlife.cna.com.tw/
https://howlife.cna.com.tw/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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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長蘇慧貞致詞時表示，展望未來人才的培育，如何回應氣候變遷、貧富不均、健

康不平等的迫切危機，除了專才、還須有跨域知識跟整合能力，這樣的T型人才兼具智識

廣度及深度，並能凝聚共識、與世界共好，成大校友、台達電子創辦人鄭崇華即是最好

的典範。

成大校友賴清德副總統出席論壇表示，他肯定及感謝成大蘇校長秉持著「藏行顯光．成

就共好」的精神，辦理90週年校慶一系列活動，從不同角度回顧成大，並前瞻探索成大

的未來。臺灣雖然欠缺天然資源，但非常重視教育，培養了許多的人才。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預估，在2022年有42%的技術跟工作會受影響；在往後

10年內，全球約有10億個工作會受到衝擊，甚至被科技所取代。T型人才重視深度跟廣

度，是未來人才培育跟儲備的重點。

此場「T型人才‧世界樞紐」跨界高峰論壇，從跨域跟跨世代不同觀點來探討未來人才的

培育重點，在MIT電機工程與資訊科學系擔任教授的舒維都以「看見典範的力量」為

題，他提到T型人才的養成應是激發、教導、做中學。

由國立台灣大學電機系教授陳良基、廣達電腦技術長張嘉淵及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系教授

彭宗平進行「T型人才的培育」的論壇，三人對於預測未來十年後的世界、環境、社會科

學變化，要培育怎樣的人才提出產、學多元的見解。張嘉淵是今年成大的傑出校友，他

表示「預測未來最好的方式去就是去研發」，疫情帶來變動與無常，深度學習、遇到問

題再去突破、破壞性的創新都很重要。彭宗平教授鼓勵教育工作者，因應未來科技發展

應善用工具、善用AI、跨領域腦力激盪、激發學生更大的創意，並跟著兩位典範人物-劉

炯朗校長、台達電鄭崇華先生學習。

誠致教育基金會副董事長李吉仁發表「新世代人才發展」演講，表示未來的Z世代更重視

自我意識與存在感，希望有自我實現價值，追尋生命與生活意義。過去的學習是以學科

為重，但未來是問題導向學習，要做中學。

(圖.文/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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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週報-半導體搶人才〉台成清交半導體學院 業界

評價不一
2021/11/29 05:30

清大的「半導體研究學院」由知名的前台積電研發副總經理林本堅擔任院長，極具吸引力。 �
（清大提供）

記者洪友芳／專題報導

半導體產業持續出現人才荒，今年政策大開方便之門，立法由業界出一半經費，與
台清交成4所國立大學合作設立半導體相關學院，獎學金較目前碩博士生高出許
多，碩士生上看4萬元、博士生達6萬元，學成後又有就業機會，因此報名情況相當
踴躍，但也引起業界評價不一。

獎學金較高 畢業即就業

因應新科技發展崛起，產業界求才若渴，今年5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國家重點領
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鬆綁組織、人事、財務等，協助國立大學設立
重點領域研究學院培育重點領域相關產業人才，台清交成4所國立大學在企業出錢
出力的支持下，已完成政府審查，正緊鑼密鼓展開首屆學院的招生事宜。

台清交成設立學院名稱、開設學程、合作企業等互有差異，例如台大名為「重點科
技研究學院」，與台積電（2330）、聯發科（2454）、力積電（6770）、鈺創
（5351）等4家企業合作；清大的「半導體研究學院」由知名教授林本堅領軍，涵
蓋元件、設計、材料與製程等，合作廠商涵蓋台積電等10家；陽明交通大學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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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研究學院」，下設前瞻半導體研究所及智能系統研究所，與台積電、鴻海
（2317）等7家廠商合作；成大名為「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合作廠商包
括台積電、日月光（2311）、華邦電（2344）、旺宏（2337）等15家。

業界集資贊助 師資、設備升級

參與廠商普遍肯定創新條例突破既有法規限制，經由業界集資贊助，可給予較高的
師資費用，甚至可引進國際師資，實驗設備也可升級；學程規畫從元件、設計、製
程、材料前瞻技術等走向半導體跨領域延伸，4家國立大學預計第1年各招生碩博士
生超過百名，將有助台灣培養出更多半導體研專業人才，為業界所用。

半導體相關學院因名額增多，加上獎學金較目前碩博士生高多倍，例如清大「半導
體研究學院」網站註明碩士生獎助學金每月2-4萬元、博士生獎助學金每月達4-6
萬元，成大碩士生每月2萬元、博士生每月4萬元；有的學校吸引近8百位學生報
名。

畢業生都投向台積電 業者︰人才浪費

不過，也有業界認為，台清交成4所大學目前均有電資學院，循體制內培養出的是
正規生，半導體相關學院卻像「職訓班」，但具備招生名額多、獎助學金高等教育
資源誘因，已造成師資與學生傾斜到4所大學的半導體相關學院；學生經由「洗學
歷」畢業後，可能多數會被吸引到台積電，成為晶圓廠生產線的工程師，這對台灣
人才其實是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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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BIO熱 跨國半導體大廠來台參一腳
工商時報 杜蕙蓉 2021.11.29

醫療科技展周四（12/2）登場，在ICT（資通訊）+BIO（生技）的結合下陸續迸出火花下，也吸引國際大廠來

台揪團卡位，除了百靈佳殷格翰啟動生醫新創獨角獸Grass Roots支持計畫之外，另一個全球重量級的半導體

大廠也將與國內科技業簽署合約，將以台灣的醫院為試驗場域，開發創新醫療產品，引領生醫業打世界盃。

生策會副會長楊泮池表示，透過與國際大廠的結合，台灣生醫業就有率先制定新創產品規格的機會，帶動產業

進入新的里程碑。

未演先轟動的醫療科技展，在生策會和衛福部推波下，去年面板廠開發的醫療顯示器，目前已進入台大和成大

醫院體系，預期因有醫院的試驗場域，加上法規支持，開啟ICT+BIO的新典範下，目前已引起半導體業者的爭

相卡位，今年也吸引國際大廠來台組策略夥伴，並將以台灣為研發基地。

楊泮池表示，國內面板全球市占率逾五成，其中醫療顯示器更高達八成，但過去該產品都採代工方式由國際大

廠行銷，國內的醫院再花約20倍的價格買回來，但去年醫療展後，面板廠在TFDA支持下，目前已以台大和成

大醫院為試驗場域，都有不錯的效益。

楊泮池舉例，以台大醫院來看，每個門診就需要四台醫療顯示器，每個病房、檢測室、看護站等，也都需要醫

療顯示器，光是台大一家醫院的需求量就要數萬台，即可見全台的醫院需求量將十分可觀，足以支撐醫療顯示

器產業的發展。

因此，目前在醫院主導下，ICT和BIO也開始結合開發新的創新產品，複製醫療顯示器模式，創造另一個可以

進軍國際，甚至是全球首創的創新醫材。

有鑑於ICT+BIO逐步形成風潮，加上生技業的研發能量，據了解，目前已有全球重量級的半導體廠來台尋求策

略夥伴，並可望在醫療科技展時正式簽署合約。

生策會副會長楊泮池表示，透過與國際大廠結合，台灣生醫業就有制定新創產品規格的機會。圖／本報資料照片

https://ctee.com.tw/author/qq1738-du
https://ctee.com.tw/author/qq1738-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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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百靈佳也啟動來台培育新創獨角獸Grass Roots計劃。Grass Roots自2010年成立以來，已培育多項創

新計畫，台灣是繼德國、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日本與奧地利後，該藥廠全球第八個引進Grass Roots

支持計畫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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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領軍 醫療科技研發投資 五年逾百億
工商時報 杜蕙蓉04:10 2021/11/29

ICT+BIO迸火花！醫療科技展由醫院為核心，串連上下游產業鏈，打造「醫療科技實證場域」成

形後，據初步盤點，其研發投資逾百億，培育上千位專業人才，而由醫院衍生的新事業也上百

家，並有多項產品獲得國際認證；生策會會長翁啟惠表示，這股創新技術的力道，突顯台灣生技

業的機會來了！

就初步統計，醫療科技展啟動五年後，目前除了醫療面板成功打進醫院體系後，遠距醫療也獲健

保編列一億元預算。另外，在創新醫療產品開發、人才培育和新創事業的落地，更已開始蓬勃生

根。由台大醫院與宏碁合作開發出糖尿病視網膜病變AI輔助診斷軟體，取得台、泰、菲、印尼等

多國認證；而台大與醫隼智慧合作研發出全球首款腫瘤自動圈選AI系統「VBrain」，取得FDA認

證，並發表在頂尖期刊Neuro-Oncology。

此外，醫療科技展也加速資通訊與生醫業者科技產品驗證與上市，初估國內每間醫院至少帶動10

家資通訊與生醫企業，大型醫學中心帶動的企業家數近20家。

根據醫院推估，單一醫院帶動的產業研發投資約5～8億，除了研發投資外，也為產業培育人才，

例如成大醫院幫助企業切入數位醫療轉型，訓練了200位業界資料科學家、軟體/網路/系統架構

應用工程師、UI/UX設計師、醫療法規專業。

業界推波下，五年來由醫院領軍，掀起科技、傳產和生技業加入的投資額至少由百億元起跳，培

育的人也在千位以上。

另外，今年醫療科技展，來自於醫師的原創技術就超過150個，還有更多由專業醫師的創新成果

開始成立公司將技術擴散全球，例如北醫衍生了共有13家新創、秀傳有3家、中國附醫也衍伸出9

家新創事業成立。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55


2021/11/29 上午11:57 高被引學者 全球6600人次台灣16名學者上榜 | 生活 | 中央社 CNA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111260318.aspx 1/4

首頁 / 生活

高被引學者 全球6600人次台灣16名學者上
榜
2021/11/26 21:23（11/26 21:31 更新）

科睿唯安發布2021年度「高被引學者」名單，入選的高被引學者在過去10年均發表多篇高被引論
文，東海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張嘉修（左）、陳維新（右）入列，2人已多次入選。（東海大學提
供）中央社記者趙麗妍傳真 110年11月26日

（中央社記者趙麗妍台中26日電）2021年度「高被引學者」名單，全球6600人

次的學者入選名單中，台灣共有16名本土學者上榜。東海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張嘉

修、榮譽講座教授陳維新，多次入選高被引學者。

東海大學發布新聞稿表示，科睿唯安發布2021年度「高被引學者」名單，入選

的高被引學者在過去10年均發表多篇高被引論文。東海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兼工學

院院長、也是成功大學化工系講座教授張嘉修，以及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東海大學榮譽講座教授陳維新，2人多次入選高被引學者。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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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指出，張嘉修在1993年獲得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博士學位，投入在

生化工程領域近30年，他在微藻固碳減廢及循環經濟技術居世界領先地位，開發

的許多技術已應用於產業界，獲得無數國內外重要的學術獎項及榮譽。

張嘉修指出，高被引學者的研究領域，需受到國際的重視也是一個趨勢，所以大

家才會去看你的文章並引用，要拿到這個獎項，必須領域和國際接軌，提供值得

參考的一些成果；東海將以前的研究成果做利用，結合人工智慧AIOT、再加上

永續、循環經濟等領域，盼提升國學校國際研究領域視野與知名度。

陳維新在1993年獲國立成功大學航太博士學位，投入能源領域近30年，主要專

長為生質能、氫能、潔淨能源，包括淨煤技術、粉煤噴吹技術、二氧化碳捕捉與

利用、熱電系統、煉鐵製程、風力發電、能源系統等綠色能源與燃料技術，在生

質物技術研究上執國內牛耳。

陳維新表示，現在環境在能源與資源方面遭遇很大問題，他的研究室注重綠色能

源與燃料方面的研究，並把研究跟心力用在這些主題，也能夠跟環境永續有所連

結，不斷的往前走，同時培育人才，希望對社會有所貢獻。（編輯：黃世雅）

11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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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全球「高被引學者」出爐！台灣16位學者上榜　
東海2榮譽講座教授蟬聯

更新時間： 2021/11/26 19:55

東海大學講座教授張嘉修(圖左)及陳維新(圖右)，獲得2021高被引學者榮譽。東海大學提供
圖片來源 : 蘋果新聞網

科睿唯安資訊分析公司 17日發佈 2021年度《高被引學者》（Highly Cited

Researchers）名單，在全球6600人次的學者入選名單中，台灣今年共有16位本

土學者上榜，而入選的高被引學者，需在過去10年均發表了多篇高被引論文，在同

學科、同發表年份的前1%，其中東海大學榮譽講座教授陳維新及工學院院長張嘉

修，已連續多次入選高被引學者，彰顯在學術界重要影響力。

東海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兼工學院院長張嘉修，1993年獲得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博士學位，投入生化工程領域近30年，近年來更聚焦在微藻生技與工程、循環經濟

研究，在微藻固碳減廢及循環經濟技術居世界領先地位，開發的許多技術已應用於

產業界，並獲得無數國內外重要的學術獎項及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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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修表示，第三次得到高被引學者，是很大的榮譽，在這背後有很多的努力，是

長期的研發成果的累積，所發表的論文在國際上被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重視、引

用，感謝成功大學和東海大學，這兩所待過的學校，提供很好的資源。

東海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張嘉修、陳維新入選高被引學者。資料畫面

圖片來源 : 蘋果新聞網

張嘉修提到，高被引學者的研究領域，需受到國際的重視，也是一個趨勢，所以大

家才會去看你的文章並引用，要拿到這個獎項，必須領域和國際接軌，提供值得參

考的一些成果。

東海大學榮譽講座教授陳維新，1993年獲國立成功大學航太博士學位，投入能源

領域近30年，主要專長為生質能、氫能、潔淨能源，包括淨煤技術、粉煤噴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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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二氧化碳捕捉與利用、熱電系統、煉鐵製程、風力發電、能源系統等綠色能源

與燃料技術，在生質物技術研究上執國內牛耳。

陳維新表示，能夠拿到科睿唯安的高被引學者，是學術界來非常高的榮譽，對個人

而言也是非常大的肯定，現在環境遭遇到非常大的問題，包括能源和資源部分，所

處的實驗室就是注重在綠色能源與燃料方面的研究，並把研究跟心力用在這些主

題，也能夠跟環境永續有所連結，不斷的往前走，同時培育人才，希望對社會有所

貢獻。

陳維新說，兩年前很榮幸被東海大學大渡山學會-聘為榮譽講座教授，此後就有非

常深厚的連結，也能將所做的結果貢獻與分享給母校，東海大學的校訓是求真、篤

信、力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講，這是非常好的座右銘，展望未來，仍會持續的

努力，向前邁進。（地方中心王煌忠／台中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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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醫大生醫新創競賽 學生為孕婦開發非水溶性纖維飲

台北科技大學則組成「音護科技」團隊，設計一款「婦嬰AI照護裝置」，可透過腸鳴音預測嬰兒可能的照
護需求，減輕新手爸媽負擔。（北醫大提供）

2021/11/28 10:46

〔記者吳柏軒／台北報導〕台北醫學大學今（28日）辦生醫創新創業競賽，邀集台大、成大、北科大

等多組團隊同台展現開發創意，如北醫大「TOP FIBER小清新蔬暢飲」團隊調查上百名孕婦多數有便

秘問題，結合3款超級食物調配出最佳口味的非水溶性纖維飲品，可真正促進腸胃蠕動，明年盼實現

募資與上架。

北醫大創新創業教育中心主任蕭宇成表示，活動包含產學共授成果呈現，如已開發出低成本翻身床，

僅市售金額10分之一，可避免病人褥瘡、節省病房人力等，也舉辦競賽並廣邀各校生醫領域的新創團

隊一較高下。

北醫大營養系大三生賴岷芝表示，與其他醫學、藥學等系同儕共4人組團，鎖定「非水溶性纖維

飲」，除自身求學住宿難補充蔬果，更調查上百名孕婦發現，受胎兒及賀爾蒙影響而多有便祕問題，

但透過營養品補充不易，決定投入開發。

賴岷芝說，市售含纖維成分產品幾乎為水溶性纖維，如果膠、軟菜葉成分，只能增加飽足感，若要解

決便祕則必須補充「非水溶性」纖維，就是硬菜葉梗類，但市售蔬菜粉使口味受限，後團隊結合羽衣

甘藍、明日葉、小麥草等，歷經1年開發、10多次口味調整，創出可促進腸胃蠕動產品，1瓶可補充每

日35％纖維量，已正式生產樣品，預計明年投入網路募資與通路上架。

台北科技大學「音護科技」團隊則開發「婦嬰AI照護裝置」，針對新手父母設計穿戴式裝置，孕婦產

前可收集胎音、撥放胎教音樂，孩子出生後則可夾在尿布內側收集腸音，感測並量化嬰兒的腸鳴音，

AI演算出生物鐘，搭配APP來提醒父母，包含尿布潮濕、肚子餓等，問題，減少育嬰焦慮、洞悉嬰兒

需求。（12:52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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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醫大「TOP FIBER小清新蔬暢飲」團隊調查發現，上百名孕婦多數有便秘問題，決定投入開發「非水
溶性纖維飲品」，結合3款超級食物調配出最佳口味，可提供每日35％纖維量，促進腸胃蠕動，明年盼實
現募資與上架。（記者吳柏軒攝）

台北醫學大學今舉辦「耳目醫新 2021全國生醫創新創業競賽」，邀集台大、成大、北科大等多組團隊同
台展現開發創意。（北醫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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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醫學大學辦生醫創新創業競賽，邀集台大、成大、北科大等多組團隊同台展現開發創意，如北醫大
「TOP FIBER小清新蔬暢飲」團隊調查上百名孕婦多數有便秘問題，結合3款超級食物調配出最佳口味的
非水溶性纖維飲品，可真正促進腸胃蠕動，明年盼實現募資與上架。（賴岷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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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醫大生醫創業賽 學生開發創新飲品促腸道蠕
動
2021/11/28 14:41（11/28 14:51 更新）

台北醫學大學舉行生醫創新創業競賽，來自台大、成大、北科大等校的新創團隊一較高下，北醫大學生
團隊以「非水溶性纖維」開發創新飲品，可促進腸道蠕動。（北醫大提供）中央社記者許秩維傳真 110
年11月28日

（中央社記者許秩維台北28日電）北醫大今天舉行生醫創新創業競賽，北醫大學生

團隊以「非水溶性纖維」開發創新飲品，可促進腸道蠕動，一瓶可滿足每日35%纖維

量，預計明年進入募資階段。

台北醫學大學新聞稿指出，新創是許多年輕人實現夢想的舞台，北醫大創新創業教育

中心舉辦生醫創新創業競賽，來自台大、成大、北科大等校的新創團隊一較高下，參

賽作品包含病床、感測器、醫材、人工智慧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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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醫大學生組成的新創團隊研發非水溶性纖維飲品，一瓶可滿足每日35%纖維量，預

計明年進入募資階段。

團隊成員賴岷芝提到，目前市售含纖維成分的產品幾乎都是「水溶性纖維」，雖可增

加飽足感，但真正可促進腸道蠕動的是「非水溶性纖維」，不過非水溶性纖維僅能從

蔬菜取得，市售相關產品幾乎沒有使用，團隊結合明日葉、羽衣甘藍等，並經多次實

驗調配，開發出非水溶性纖維飲品。

另外，也有新創團隊研發「婦嬰AI照護裝置」，可透過腸鳴音預測嬰兒可能的照護需

求，減少父母焦慮，降低嬰兒哭鬧情形：還有新創團隊開發「盲人智慧手杖」，透過

多次實驗進化，希望給予視障者更安全的行走環境品質。

北醫大創新創業教育中心主任蕭宇成表示，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患者需俯臥通氣治

療，還要不時翻身以避免褥瘡，但翻身床動輒新台幣數十萬元，還得5至6名護理人

員操作，北醫大與廠商合作研發翻身床輔具與移動病人板，成本可降至市售金額的

10分之1，目前也積極推動產品化上市方案。（編輯：方沛清）11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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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醫大生醫創業賽　學生開發創新飲品促腸道蠕動

臺北醫學大學新創團隊「非水溶性纖維飲」，預計明年募資上架。（北醫大提供）

 

記者黃朝琴／臺北報導

　新創是許多年輕人實現夢想的舞台，臺北醫學大學今日舉行2021全國生醫創新創業競賽，吸引臺大、成大、北科大等多校新創團隊一較高
下，參賽作品包含病床、感測器、醫材、人工智慧等領域。其中，北醫大學生團隊以「非水溶性纖維」開發創新飲品，可促進腸道蠕動，一
瓶可滿足每日35%纖維量，預計明年進入募資階段。

　學生團隊成員賴岷芝提到，目前市售含纖維成分的產品幾乎都是「水溶性纖維」，雖可增加飽足感，但真正可促進腸道蠕動的是「非水溶
性纖維」，不過非水溶性纖維僅能從蔬菜取得，市售相關產品幾乎沒有使用，團隊結合明日葉、羽衣甘藍等，並經多次實驗調配，開發出非
水溶性纖維飲品。

　另外，也有新創團隊研發「婦嬰AI照護裝置」，可透過腸鳴音預測嬰兒可能的照護需求，減少父母焦慮，降低嬰兒哭鬧情形：還有新創團
隊開發「盲人智慧手杖」，透過多次實驗進化，希望給予視障者更安全的行走環境品質。

　北醫大創新創業教育中心主任蕭宇成表示，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患者需俯臥通氣治療，還要不時翻身以避免褥瘡，但翻身床動輒新台幣數
十萬元，還得5至6名護理人員操作，北醫大與廠商合作研發翻身床輔具與移動病人板，成本可降至市售金額的10分之1，目前也積極推動產
品化上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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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創新創業競賽及成果發表 翻身床成本降至十分之一
2021-11-28

記者蔡琇惠／新北報導

生醫領域的新創團隊百家爭鳴，臺北醫學大學創新創業教育中心11月28日舉辦生醫創新創業競賽及成果發表會，台大、成大、北科大等校新創團隊

齊聚一堂，參賽作品相當多元，包括病床、感測器、飲品、醫藥、醫材、VR、人工智慧等領域皆有投件。

由北醫大學生組成之團隊所研發的「非水溶性纖維飲」，能增加飽足感，預計預計明年進入募資實
現階段。（北醫大提供）

北醫大創新創業教育中心主任蕭宇成表示，這場活動打造全國最大生醫新創交流平臺，同時也端出北醫大創創中心與明昌國際合作產學共授成果，翻

身床輔具與移動病人板，其中一項「翻身床」，是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RDS)患者所需，但由於動輒數十萬元，還得需要5至6名護理人員協助操

作，所費不貲，因此業界一直希望解決成本問題。

蕭宇成表示，ARDS在加護病房的盛行率為10%，死亡率更達30至50%，接受呼吸器治療的患者中，有23%的比例會併發ARDS，這在COVID-

19疫情肆虐下尤為明顯，而ARDS患者需要俯臥通氣治療，也要不時翻身，避免褥瘡，因此需要翻身床及人力輔助，北醫大與廠商組成的研發團

隊，在不斷的集思廣益與測試後發現，可以透過兩項輔具協助進一步改善，甚至讓成本可降低至市售金額的十分之一，可望取代高複雜精密的翻身

床，已積極進行產品化上市方案。

另外，由北醫大學生組成之團隊所研發的「非水溶性纖維飲」，更是全球首款以「非水溶性纖維」研發之飲品，團隊成員北醫大營養學系賴岷芝強

調，目前市售含有纖維成份之產品幾乎都為「水溶性纖維」，雖然可增加飽足感，在上消化道停留更長時間，有助平衡酸鹼值，但真正可促進腸道蠕

動的是「非水溶性纖維」，但由於非水溶性纖維僅能從蔬菜取得，在食物飲品的調味非常受限，因此市售相關產品幾乎沒有使用，而該團隊在多次實

驗調配後取得最佳風味及口感，並預計明年進入募資實現階段。

此外，參賽作品中還有「婦嬰AI照護裝置」，針對新手父母的育嬰焦慮設計，系統裝置可透過腸鳴音預測嬰兒可能的照護需求，不僅減少父母焦

慮，也能降低嬰兒哭鬧的情形，而「盲人智慧手杖」，則是透過多次實驗進化，希望給予更安全的行走環境品質。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category/local


2021/11/29 上午8:45 觀傳媒 (大台北新聞) 生醫創新創業競賽　北醫大學生研發「非水溶性纖維飲」明年可望開賣

watchmedia01.com/anews-20211128233310.html 1/2

生醫創新創業競賽　北醫大學生研發「非水溶性纖維飲」明年可望開賣

  2021-11-28 15:33:10  記者 蔡宇辰 / 台北報導

（台北新聞）【記者 蔡宇辰 / 台北報導】臺北醫學大學創新創業教育中心今天舉辦生醫創新創業競賽及成果發表會，包括台大、成大、北科大等校新
創團隊一較高下，參賽作品相當多元，像是病床、感測器、飲品、醫藥、醫材、VR、人工智慧等領域皆有投件，其中一支由北醫大學生組成之團隊
所研發的「非水溶性纖維飲」成亮點，預計明年進入募資實現階段。

北醫大營養學系賴岷芝強調，這是全球首款以「非水溶性纖維」研發之飲品，目前市售含有纖維成份之產品幾乎都為「水溶性纖維」，雖然可增加飽
足感，在上消化道停留更長時間，有助平衡酸鹼值，但真正可促進腸道蠕動的是「非水溶性纖維」，但由於非水溶性纖維僅能從蔬菜取得，在食物飲
品的調味非常受限，因此市售相關產品幾乎沒有使用，而該團隊在多次實驗調配後取得最佳風味及口感。

此外，參賽作品中還有「婦嬰AI照護裝置」，針對新手父母的育嬰焦慮設計，系統裝置可透過腸鳴音預測嬰兒可能的照護需求，不僅減少父母焦慮，
也能降低嬰兒哭鬧的情形，而「盲人智慧手杖」，則是透過多次實驗進化，希望給予更安全的行走環境品質。

北醫大創新創業教育中心主任蕭宇成表示，這場活動打造全國最大生醫新創交流平臺，邀集各界新創人才共同見證台灣生醫創新科技之發展潛力，同
時也端出北醫大創創中心與明昌國際合作產學共授成果，翻身床輔具與移動病人板，其中一項「翻身床」，是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RDS)患者所需，
但由於動輒數十萬元，還得需要5至6名護理人員協助操作，所費不貲，因此業界一直希望解決成本問題。

而北醫大與廠商組成的研發團隊，在不斷的集思廣益與測試後發現，可以透過兩項輔具協助進一步改善，甚至讓成本可降低至市售金額的十分之一，
可望取代高複雜精密的翻身床，該成果令廠商相當振奮，並已積極進行產品化上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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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圖書館的幸福舵手喝采!第一屆教育部圖書館事業貢獻獎頒獎

教育部潘文忠部長(中)與地方首長獎得獎代表共同合影。教育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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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圖書館的幸福舵手喝采!第一屆教育部圖書館事業貢獻獎頒獎典禮於11月26日在國家圖

書館藝文中心3樓國際會議廳圓滿舉辦，對於推動全國圖書館事業發展極具歷史性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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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意義。

教育部自101年起委由國家圖書館每兩年舉辦1次「圖書館傑出人士貢獻獎」選拔，截至

107年共辦理4屆，累計表揚14位地方首長及18位公共圖書館主管與館員，對於近10年臺

灣公共圖書館營運發展具有引領前瞻的效應，續於109年9月16日訂定《教育部圖書館事

業貢獻獎實施要點》提升至部層級獎項，延續該獎項設置之精神，將其效益擴及至各類

型圖書館，設置「標竿圖書館獎」、「傑出圖書館館員獎」、「傑出圖書館主管獎」、

「地方首長獎」及「特別貢獻獎」等5大獎項，每兩年辦理1次，以表揚致力地方公共圖

書館建設之地方首長，以及對健全圖書館事業營運發展或推動全民閱讀風氣具有重大且

特殊貢獻之團體或個人，以發揮其影響力，對於全國各類型圖書館之發展，樹立指標性

之標竿學習楷模。

這次表揚「地方首長獎」2名、「標竿圖書館獎」6名、「傑出圖書館主管獎」4名及「傑

出圖書館館員獎」5名，共17名。「地方首長獎」部分，桃園市鄭文燦市長積極推動新圖

書館總館建設計畫及既有館舍空間優化；臺南市黃偉哲市長推動臺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

建設及公私協力共推閱讀成績優異。

教育部潘文忠部長(左三)與傑出圖書館主管獎得獎人合影。教育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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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標竿圖書館獎部分，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資訊」為核心發展創新科技服務，引領

圖書館智慧服務及創新科技應用；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匯聚市民的閱讀祝福，行政法人

化締造亮眼佳績。臺北市立圖書館西湖分館，以音樂為館藏主題，為科技新貴、莘莘學

子與各年齡層居民之公共客廳及書房；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圖書館以「書適‧閱活‧

知天下」為發展理念，帶領學生從在地出發，向世界尋找答案；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結

合大學社會責任及積極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期許成為屬於城市、臺灣與世界的溫

暖大學圖書館；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訂定與推廣佛教分類法，成為世界各地佛教圖書

館分類之依據，是佛學資源建置與推廣服務的重鎮。

傑出圖書館主管獎部分，新北市立圖書館王錦華館長接軌國際標準，提升服務品質並取

得ISO 9001認證，擘劃新北市圖成為城市的大客廳；張曉玲館長為臺中市立圖書館首任

館長，推動「綠美圖」建設，打造以人為本的閱讀空間，建立中市圖「生活好書福」品

牌，城市閱讀力指標大幅成長；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楊智晶館長推動技專校院圖書館合

作聯盟與跨校合作，推廣學位論文全文公開授權、增加臺灣學術研究在國際曝光率；國

家圖書館李宜容主任勇於突破及創新，領導同仁推動博碩士論文、期刊文獻及引文索引

等多項全國系統的優化和精進，並爭取全文授權，提升臺灣的學術水準和研究品質。

傑出圖書館館員獎部分，國立臺灣圖書館蔡靜怡組員將豐富的圖書行政資歷，於讀者閱

覽環境之經營改善、閱讀推廣、志工協調，以及結合社會資源推廣親子共讀卓然有成；

新北市立圖書館林淑芳研究助理善用服務行銷、績效管理策略與方法，為該館導入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制定中長程發展策略計畫，並擅長政策分析研究作為精進服務品質

之基礎；臺南市立圖書館吳芸綾秘書站在讀者的角度精進圖書館各項貼心服務，熱愛學

習新知充實服務能量；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方靜如圖書館員為專業醫學圖書館員，首創

「系統性文獻回顧研究之文獻搜尋」完整系列課程與特色教材，並與醫療專業人員合作

發表系統性文獻回顧研究，促進醫學研究發展；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圖書館孫玲俐管

理師帶領團隊進行中鋼公司專業圖書館轉型服務，為該項產業提供厚實前瞻的資訊服

務。

藉由本獎項表揚帶動地方政府首長重視圖書館事業發展，提升圖書館館員專業形象，為

我國圖書館事業朝向具競爭力之國際級優質圖書館系統，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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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潘文忠部長(左三)與傑出圖書館館員獎得獎人合影。教育部／提供

教育部潘文忠部長(左四)與標竿圖書館獎得獎單位代表合影。教育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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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小聯盟深耕數位科技應用 擴散跨域服務 開創企業轉型

力

本文共1111字

E Y

2021/11/26 18:43

經濟日報 孫震宇

深耕數位 擴散幾何成長服務

科技部產學小聯盟計畫自102年推動以來，已成立275個聯盟，累計輔導逾1萬4,000家廠

商會員，以學研機構之研發成果及核心技術，擴散不同領域的科技服務，協助廠商因應

未來環境的變遷，維持產業的競爭力。

疫情過後，數位轉型已是企業不得不面對的課題，11月26日科技部產學小聯盟於台南沙

崙之資安暨智慧科技研發大樓舉行產學深耕數位應用交流會，邀請聯盟分享在服務、能

源及製造不同產業上，如何透過物聯網、邊緣運算、區塊鏈、虛實整合等數位科技，提

供廠商會員多元技術服務方案，發展數位創新營運模式與多元價值。

 V

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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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分享1：「AIoT智慧聯網應用技術研發聯盟」協助服務業創新服務模式衍生新創

服務業成功關鍵因素在於「人」跟「時間」，南臺科技大學張萬榮教授的「AIoT智慧聯

網應用技術研發聯盟」利用AI學習演算法快速複製老師傅的頭皮判斷經驗，協助髮林國

際導入全新服務流程、縮短訓練時間、降低客訴，以在品質穩定的情況下能快速展店，

並串連數據、平台、產品、服務及通路等資訊流，協助髮林國際衍生新創公司，透過新

創拓展新的應用市場與異業結盟業務，成為以數位資產服務的公司。

成果分享2：「資料驅動智慧應用技術產學聯盟」協助能源業以資料驅動新服務

老人居家照護與物流運送效率提升為社會發展所面對的議題，兩個看似不相關的概念，

卻讓國立成功大學莊坤達教授的「資料驅動智慧應用技術產學聯盟」與聯齊科技合作，

藉由電力數據剖析用電模式，建立一站式的能源物聯網( IoE )平台，從硬體產品到家庭能

源管理，串接居家照護與物流結合的解決方案，創造民生福祉的轉型價值。

成果分享3：「智慧射出成型產學聯盟」協助製造業利用數位科技改善工作環境

科技部產學小聯盟產學深耕數位應用交流會合影，右五為產學司許增如司長。 產學小聯盟計畫辦公

室／提供

科技部產學司許增如司長致詞。 產學小聯盟計畫辦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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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負成長與高科技人才競爭的雙重夾殺之下，傳統機械產業在缺人、缺研發的困境

中，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黃明賢教授的「智慧射出成型產學聯盟」與居世界第二、亞洲第

一的Moldex3D軟體廠商科盛科技一同攜手，發展射出成型機台的虛實整合，強化適應性

控制，讓AI協助快速建模，改善機械產業的工作環境，邁入IT+OT智慧製造時代。

完善產業所欠缺的技術拼圖

為延續產業聚落效應，推動產業創新轉型，科技部將持續強化政策引導產學合作布局，

促成產學研共同培育數位科技人才，並匯聚更多優秀學校與企業投入產學科研創新，以

推升中小企業創新升級。

科技部產學小聯盟產學深耕數位應用交流會。 產學小聯盟計畫辦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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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聯網創意應用競賽　183位師生大顯身手展創意

為提升高中學校師生對新興科技與遠距教學的認知與能力，教育部國教署於全台成立

12所「新興科技區域推廣中心」。其中，台南二中日前辦理智慧物聯網創意應用競

賽，分為「國中組」、「高中職創意提案組」及「高中職應用實作組」，共有來自全

國20所學校、44支隊伍、183位師生齊聚成功大學綠色魔法學校，在決賽中大顯身

手。 

「2021第四屆全國中等學校學生新興科技－智慧物聯網創意應用競賽」日前登場，競

賽以「智慧物聯網」為主題，進行生活與學科專業領域創意提案發想或應用實作展

▲智慧物聯網創意應用競賽日前登場，共有來自全國20所學校、44支隊伍、183位師生齊聚成功大學綠色
魔法學校，在決賽中大顯身手。（圖／教育部提供）

記者許家禎/台北報導

 2021-11-27 1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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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可自由結合各類新興科技，如人工智慧、大數據、行動載具、智慧製造等概念與

技術進行設計。過去三屆該競賽都是以高中職學生為主，為使新興科技能向下扎根，

今年特別增加了國中組，讓國中生也有機會一展長才。 

國教署指出，參賽作品的主題種類相當豐富，高中職應用實作組獲獎團隊：嘉義縣永

慶高中以「IoT為基石之綠能除蟑屋」，分析市售各項滅蟑商品後，以太陽能作為除蟑

屋的電力來源，藉由除蟑屋中內圈感應全區電擊的策略完成滅蟑目的，獲得評審青

睞。 

高中職創意提案組獲獎：台南女中footpanda團隊，從現代人容易罹患的足底筋膜炎發

想，構思一款智慧居家便鞋，透過藍芽以手機進行控制，結合穴位刺激與遠紅外線熱

敷保溫的機制，緩解症狀帶來的不適。此發想提案獲得評審肯定，並鼓勵同學們可以

嘗試實作將此提案實現，以造福患者。 

國教署表示，藉由競賽啟發學生的創意與創造力，過程中不僅看到各參賽隊伍團隊合

作的精神，也能讓學生藉由跨校間的交流相互激盪創意與實作能力，培育新興科技未

來人才。期望透過每年的競賽，能讓參與的學生更加開闊學習視野，與科技發展趨勢

接軌，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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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新興科技智慧物聯網創意應用競賽 啟發師生創造力

2021-11-27 發佈 石耀宇 臺北

國教署 新興科技區域推廣中心 新興科技 智慧物聯網創意應用競賽

教育部國教署透過前瞻計畫在全臺成立12所「新興科技區域推廣中心」，其中以AI人工智慧為發展主軸的臺南二中，
日前辦理「2021第四屆全國中等學校學生新興科技－智慧物聯網創意應用競賽」，競賽分為「國中組」、「高中職創
意提案組」及「高中職應用實作組」，共有來自全國20所學校、44支隊伍、183位師生齊聚國立成功大學綠色魔法學
校，在決賽中大顯身手。
 
這次競賽以「智慧物聯網」作為主題，進行生活與學科專業領域創意提案發想或應用實作展演，可自由結合各類新興
科技，例如：人工智慧、大數據、行動載具、智慧製造等概念與技術進行設計。參賽作品的主題種類相當豐富，高中
職應用實作組獲獎團隊：嘉義縣永慶高中以「IoT為基石之綠能除蟑屋」，分析市售各項滅蟑商品後，以太陽能作為除

本競賽頒獎典禮合影 (圖 / 教育部提供)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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蟑屋的電力來源，藉由除蟑屋中內圈感應全區電擊的策略完成滅蟑目的，獲得評審青睞。另外，臺南二中、臺南高工
跨校團隊以居家安全為考量，設計能夠監控居家電器的裝置，隨時觀測使用狀況，並透過物聯網將使用狀況藉由通訊
軟體做出示警，以利居家安全的提升，也獲得評審好評。
 
國教署表示，比賽過程中不僅看到各參賽隊伍團隊合作的精神，也能讓學生藉由跨校間的交流相互激盪創意與實作能
力，期望藉由競賽啟發學生的創意與創造力，培育新興科技未來人才，並且讓參與的學生更加開闊學習視野，與科技
發展趨勢接軌，提升未來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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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台糖鐵飯碗成為「雲林早療先驅」 若

瑟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吳炎村：哪裡有需

要，我就去哪裡

2021-11-28 09:19  聯合新聞網 / 天下文化出版

願意到偏鄉服務的醫師，並不多。曾獲頒第

分享

有感於 家 人健康不佳，讓吳炎村 (右三 )興起放下鐵飯碗改而從醫的念頭，考

上 成 大後醫學系， 開展另一 個截然不同的 人 生故事。

讚 22 分享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s%3A%2F%2Fudn.com%2Fnews%2Fstory%2F6928%2F5922101&display=popup&ref=plugin&src=like&kid_directed_site=0&app_id=35023121512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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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屆醫療奉獻獎，並獲蔡英文總統接見

的吳炎村，是其中之一。

「如果自己是醫生就好了。」原本任職台糖

工程師的他，在三十四歲時毅然轉身習醫，

來自他對岳父母長期病痛纏身的心疼。

2003 年 ，他來 到雲林虎尾的若瑟醫院復健

科任職至今，不僅協助執行早療業務，更在

口湖、斗六與台西地區開設早療據點。

在當地人眼中，他是「雲林早療先驅」。

離開台糖鐵飯碗

年過七旬的吳炎村在診間蹲下身，細心檢查輪椅上

的 小病人 ：「來 ，腿往前伸， 我 們看一 下膝蓋

喔……」像這樣的早療兒童，是吳炎村自2003年來

到若瑟醫院復健科任職至今，主要的病患之一。

早療兒童，通常是指六歲以下，認知、語言、粗動

作 、精細動 作 發展遲緩或過動 ，注意力欠佳的 小

孩。

如果不是在三十四歲時，報考第一屆成大學士後醫

學系並順利錄取，今天 的吳炎村應該已從台糖退

休，在國營事業的制度下，開展另一個截然不同的

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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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尋求不一樣的人生價值

1949年，吳炎村出生於嘉義縣鹿草鄉，父親是獸醫

師在鄉公所上班，母親是淳樸的農民，他二十二歲

從淡江化學系畢業後不久，先在 一 家化學工廠工

作，後來便進入台南鹽水糖廠當工程師。

然而，看到擔任教職的岳父母，苦於健康不佳，幾

乎沒有生活品質可言，他感到相當不捨，竟浮現了

這樣的念頭：「如果自己是醫生就好了。」妻子蔡

明珠知道後，不但沒有反對，反而全力支持。 當時

成大剛開辦學士後醫學系，吳炎村只有一次機會，

因為年齡限制是三十五歲。他毅然放下台糖工程師

的鐵飯碗，試圖尋求不一樣的人生價值。

讀醫學院好像上補習班

入學之後，他是全班年紀第二長的學生；大他一歲

的那位同學，原來在中央銀行已當到課長，還有同

學讀過博士班、當過講師。大家都是大人了，心性

已定，很珍惜得來不易的學醫機會，同學間有著濃

濃的用功氣氛，沒有人敢貪玩或心存僥倖。

重做新鮮人的興奮沒幾天，吳炎村馬上面臨沉重的

功課壓力。成大是五年制學士後醫學系，大一沒有

共同科目，一入學就是艱深的專業科目，再加上老

師很嚴，壓力極大，逼得他非用功不可。



2021/11/29 下午1:15 放下台糖鐵飯碗成為「雲林早療先驅」 若瑟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吳炎村：哪裡有需要，我就去哪裡 | 大學研究所 | 文教 | 聯…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5922101 4/14

（本 文 出 自《成 為世界相信的力量》，未經

同意禁止轉載。 )

當時成大醫院還沒建好，醫學院和成大校本部之間

隔著一條大馬路，吳炎村幾乎不曾參與過校本部的

升旗等活動，也沒有體育課等輕鬆課程。他有時感

覺讀醫學院好像上補習班，每天全是上課考試，即

使下課也在K書。但更多時候，他常從教室的窗口，

眺望不遠處那片施工中的醫院大樓工地，看著鋼筋

大樓一層層往上增加，心裡滿是憧憬和期待。

「成大醫學

系第一屆」

的使命感

師長們也對

這批白袍新

生 寄 予 厚

望，一手創

辦醫學院的

黃 崑 巖 院

長，每週跟

全班學生談

話，從做人

做事、教學

得失，談到

如何面對各種社會現象。

黃院長常勉勵學生們腳踏實地，做一個好醫師。他

最常說：「名醫不等於良醫。」希望學生們畢業後

去做基礎研究，或是做其他醫師不願做的事，而非

追求成為名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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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炎村更記得，黃院長說過很多次： 所謂「良

醫」，即是不為名、不為利，哪裡有需要，就往哪

裡去。

吳炎村也難忘教解剖的沈清良教授。他說，沈教授

要求很嚴格，常考試，每次考完發考卷會從高分往

下發，愈到後面學生就會愈緊張。

沈教授教學很認真，開學沒多久就記得全班學生的

名字， 上課時走過學生身邊， 會突然冒出 一句：

「你最近成績退步了，要加油。」

見習與實習的北漂行

大二下學期起，展開見習課及實習課，必須有醫院

為學生們實地教學。在成大醫院未落成的情況下，

有人建議在台南找醫院，但黃崑巖堅持把學生們送

到台大醫院訓練，因為他認為：「從優秀工廠出來

的成品，會有一定的品質水準。」

四十九名成大學生北上之後，盡量與台大學生合班

上課，並分成小組到台大醫院各科及各病房見習，

每組只有三、四人，以免對台大的教學空間和品質

形成壓力。

「在全國醫界的最高殿堂台大醫學院，瞻仰多位醫

界大師的風采並向其學習，讓我們獲益良多。在這

裡的訓練嚴格、扎實，黃院長應是很放心的，」吳

炎村回憶，有些師長較為嚴厲，不過大家很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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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打氣，彼此提醒要忍耐，各小組之間更會互相

幫忙，交換經驗。

成大醫院落成啟用

黃院長週週北上和學生聊天，聽大家吐苦水，也會

安慰每個人。「久而久之，我們就在那種艱困和磨

練中長大了，養成逆來順受、忍辱負重的個性，比

較能承擔壓力，」吳炎村說，這段「北漂」歷程，

多年來始終是同學們心中的「出埃及記」，歷經艱

辛困頓，最後換得豐美果實。

大五下學期，成大醫院落成啟用，吳炎村和同學們

回到成大，院內上上下下充滿著朝氣和鬥志。實習

醫師階段結束後，吳炎村進入復健科當醫師，一天

工作十小時以上，但他以「成大醫學系第一屆」自

許，有著捨我其誰的使命感。

之所以選擇復健科，是因為太冷門沒人要去。1990

年代的台灣，復健科不受重視，幾乎無人開業做復

健科診所，「因為復健科不容易賺錢啦，」吳炎村

笑著說。

（本文出自《成為世界相信的力量》，撰文／邵冰

如 攝影／林衍億 圖片提供／吳炎村、若瑟醫院）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07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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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瑟醫院經營層的主要神職人員，長年 不支薪的奉獻精神，

也成 為吳炎村（左二）留在當地 行醫的 動力。右一 為創辦人

之一 的畢耀遠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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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家庭日 岡山和平國小熱烈展開
2021-11-28

記者陸瓊娟／岡山報導

「第四屆平野季暨北高雄科學日─扶輪家庭日」二十八日在岡山區和平國小熱鬧登場，這場活動由屏東科大徐子圭教授丶戴昌賢校長、高雄岡山區和

平國小梁文堂校長及阿公店扶輪社陳漢嘉社長等共同規劃，吸引鄰近鄉親熱情參與，同時為因應COVID-19防疫宣導及防制，由義大癌症醫院同仁

協助活動現場檢疫及防疫作為。

（記者陸瓊娟攝）

「第四屆平野季暨北高雄科學日─扶輪家庭日」有屏東科大、高雄師大、中華醫事科大等三位大學校長、二十五所大專院校師長丶鄰近國中小校長丶

地區扶輪社及獅子會會長及地方士紳民代共襄盛舉，活動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丶岡山和平國小丶阿公店、岡山兩個扶輪社丶岡大獅子會及中華航太學

會共同主辦，邀集全國二十五所大專院校共同協辦，包括臺灣大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中山大學、空軍航技學院、陸軍官校、空軍官校、高雄餐

旅大學、中華醫事科大、實踐大學、高雄科大、高雄大學、義守大學、元培醫大、屏東大學、臺北市立大學、澎湖科大、黎明技術學院、東海大學、

高苑科大、義大癌醫、樂采文教等單位，可謂陣容強大。活動中共有三十個科學闖關攤位、二十六個小農文創市集，還有街頭藝人表演丶岡山歷史講

古丶樂團演奏丶趣味競賽、無人機群飛花式表演及騎警隊馬術表演。

（記者陸瓊娟攝）

這場由國際扶輪３５１０地區阿公店扶輪社主辦的年度扶輪家庭日，邀請北高雄家扶中心扶助家庭成員來到北高雄科學日活動現場，當天特別邀請一

百位家扶中心扶助家庭，到活動現場參加科學日科普活動，並供應餐食，還有視力檢查、驗光，並免費配眼鏡矯正視力，除了幫弱勢家庭打開視野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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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經歷科普活動，聆聽街頭藝人演出，並對他們做視力徹底檢查驗光再配眼鏡矯正視力。

（記者陸瓊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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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滿江紅 醫要3高男別再熬夜
2021-11-28

睡眠專科醫師鄭翔如說，熬夜易引發身體相關器官病變。（成大醫院提供）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45歲陳先生帶著「滿江紅」的健檢報告到診間求助，他的血壓、空腹血糖、膽固醇皆偏高，甚至肝指數也很高。經詢問得知他工作忙碌，飲食不規

律也沒運動習慣，下班後常飆網到凌晨2、3點才睡，早晨6點多就得起床趕上班，工作精神不濟、易發脾氣。經醫師告誡，停止熬夜搭配規律飲食與

運動，逐漸改善3高問題。

成大醫院家醫科醫師鄭翔如表示，「熬夜」指在非常規生理睡眠時間就寢，導致睡眠時間過晚，或是引起睡眠時間不足。此熬夜行為會造成身體生理

時鐘的混亂，影響睡眠時數與品質，也會損害周邊器官的調節。人體器官的運行各有其晝夜節律，以夜間6點～隔日早上6點為例，有血管張力調

節、心臟代謝、脂肪組織的脂肪形成、大腦褪黑激素分泌、肝臟糖質新生和脂肪生成、免疫系統細胞激素釋放等功能持續運作；而夜間10點半後，

腸道的蠕動會被抑制變慢。

她說，熬夜時身體會處在睡眠延遲與剝奪狀況下，造成許多器官節律被打亂，與此相關的疾病風險跟著增加，如心血管疾病、代謝性疾病、肥胖、氣

喘、免疫力下降、腸胃潰瘍等。此外，熬夜也會使身體暴露於光線下的時間延長，使得褪黑激素分泌被抑制，血清素受體敏感度也下降，提升失眠、

焦慮、憂鬱的風險。

本身也是睡眠專科醫師的鄭翔如說，人體正常生理時鐘通常在晚上9點，褪黑激素會開始分泌，使人逐漸產生睡意，在晚上11點上床睡覺，正常狀態

下深夜2點會進入深睡期，若能保持規律在這段時間入睡，有助於減少上述疾病發生。「睡在適當的時間點上」很重要，以陳先生為例，透過規律飲

食與運動來改善血壓、血糖、血脂三高問題，且停止熬夜行為，便可改善相關不適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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