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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蘋（右）透過國外參展接下大額訂單。（王怡蘋
提供）

女力崛起！成大是創業重要推手 電機女碩士開拓LED外銷藍
海

／

2021/10/7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電機系

女生少，創業的少之又少。白手起家

的安捷光電科技公司董事長王怡蘋12

年前剛考進成功大學，一入學就創業

做LED燈，靠著研發技術自創藍海，

首年營業額就破千萬元，目前客戶已

遍及全球近10個國家。
 

　37歲的王怡蘋留著一頭俐落短髮，

原本學商，大學時暑假去電路板工廠

打工，發覺對工科有興趣，毅然轉系念電機系，並考取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

班，王怡蘋說，台灣當時LED剛起步，看到市場前景，放棄研發部門月薪55K，在研

一時勇敢走上創業之路。
 

　創業首年營業額破千萬元  斥資數千萬擴廠研發高階設備
 

　王怡蘋創業初期以LED一般燈具、植物燈起家，「校長兼撞鐘」自行研發設計燈

具，寫規格書、製作型錄，還得跑國外參展；在校同時一邊上課、做實驗、寫論文

等，常常從早忙到半夜一、二點才回宿舍，積極認真、勇於挑戰的她，當時也透過

到德國、日本參展接下大額訂單，創業第一年就拚出破千萬的營業額。
 

　走過新創初期的種種挑戰，王怡蘋近年更研發高階LED與雷射醫療器材設備，並斥

資數千萬擴廠，設置醫療器材P2無塵無菌GMP廠房，產品涵蓋眼科、牙科、皮膚

科，如今佔整體營業額的八成，已是專業醫療器材研發製造廠，外銷版圖更遠至德

國、西班牙、日本、韓國、印度等多個國家。
 

　王怡蘋說，學習與創業路上凡事親力親為，面對困難始終未有放棄的念頭，雖然

辛苦卻樂在其中、甘之如飴，尤其成大的團結與傳承，更是她最大的後盾，特別感

謝梁從主教授、周明慶、曾偉菁等學長姐和實驗室團隊、育成中心的指導協助，讓

她一步一腳印不斷改進、精進，用領先的技術逐漸擴大版圖；指導教授梁從主說，

「生意囝歹生」，肯定王怡蘋一入學就展現出企圖心，也很努力投入未知領域，那

種精神搭配機運，造就現今的成功事業。
 

　成功大學長久以來培育了各行各業無數的菁英領袖， 90週年校慶相關活動訊息請

參考成大90校慶官網（https://90th.ncku.edu.tw/）查詢。



2021/10/7 上午11:05 女力崛起 成大是創業重要推手 電機女碩士開拓LED外銷藍海 – 府城人語新聞網

https://tainantalk.com/20211006-8/ 1/3

綜合

女力崛起 成大是創業重要推手 電機女碩士開拓LED外銷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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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電機系女生少，創業的少之又少。白手起家的安捷光電科技公司董事長王怡蘋12年前剛考進成功大學，一入學就創業做LE
燈，靠著研發技術自創藍海，首年營業額就破千萬元，目前客戶已遍及全球近10個國家。

（圖說）王怡蘋（右）透過國外參展接下大額訂單。（王怡蘋提供） 
37歲的王怡蘋留著一頭俐落短髮，原本學商，大學時暑假去電路板工廠打工，發覺對工科有興趣，毅然轉系念電機系，並考取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
系碩士班，王怡蘋說，台灣當時LED剛起步，看到市場前景，放棄研發部門月薪55K，在研一時勇敢走上創業之路。

（圖說）王怡蘋（左）感謝成大電機所教授梁從主（右）指導協助。（記者鄭德政翻攝）
創業首年營業額破千萬元 斥資數千萬元擴廠研發高階設備。王怡蘋創業初期以LED一般燈具、植物燈起家，「校長兼撞鐘」自行研發設計燈具，寫
規格書、製作型錄，還得跑國外參展；在校同時一邊上課、做實驗、寫論文等，常常從早忙到半夜一、二點才回宿舍，積極認真、勇於挑戰的她，
時也透過到德國、日本參展接下大額訂單，創業第一年就拚出破千萬元的營業額。
走過新創初期的種種挑戰，王怡蘋近年更研發高階LED與雷射醫療器材設備，並斥資數千萬元擴廠，設置醫療器材P2無塵無菌GMP廠房，產品涵蓋
眼科、牙科、皮膚科，如今佔整體營業額的八成，已是專業醫療器材研發製造廠，外銷版圖更遠至德國、西班牙、日本、韓國、印度等多個國家。
王怡蘋說，學習與創業路上凡事親力親為，面對困難始終未有放棄的念頭，雖然辛苦卻樂在其中、甘之如飴，尤其成大的團結與傳承，更是她最大
後盾，特別感謝梁從主教授、周明慶、曾偉菁等學長姐和實驗室團隊、育成中心的指導協助，讓她一步一腳印不斷改進、精進，用領先的技術逐漸擴
大版圖；指導教授梁從主說，「生意囝歹生」，肯定王怡蘋一入學就展現出企圖心，也很努力投入未知領域，那種精神搭配機運，造就現今的成功
業。
成功大學長久以來培育各行各業無數的菁英領袖，90週年校慶相關活動訊息請參考成大90校慶官網（https://90th.ncku.edu.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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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力崛起！成大是創業重要推手 電機女碩士開拓LED外銷藍
海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電機系女生少，創業的少之又少；白手起家的安捷光

電科技公司董事長王怡蘋12年前剛考進成功大學，一入學就創業做LED燈，靠著研發

技術自創藍海，首年營業額就破千萬元，目前客戶已遍及全球近10個國家。

37歲王怡蘋留著一頭俐落短髮，原本學商，大學時暑假去電路板工廠打工，發覺對工

科有興趣，毅然轉系念電機系，並考取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王怡蘋說，臺

灣當時LED剛起步，看到市場前景，放棄研發部門月薪55K，在研一時勇敢走上創業之

路。

創業首年營業額破千萬 斥資數千萬擴廠研發高階設備

王怡蘋創業初期以LED一般燈具、植物燈起家，「校長兼撞鐘」自行研發設計燈具，

寫規格書、製作型錄，還得跑國外參展；在校同時一邊上課、做實驗、寫論文等，常

常從早忙到半夜1、2點才回宿舍，積極認真、勇於挑戰的她，當時也透過到德國、日

勁報 2021/10/06 15:57(18小時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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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參展接下大額訂單，創業第1年就拚出破千萬營業額。

走過新創初期的種種挑戰，王怡蘋近年更研發高階LED與雷射醫療器材設備，並斥資

數千萬擴廠，設置醫療器材P2無塵無菌GMP廠房，產品涵蓋眼科、牙科、皮膚科，如

今佔整體營業額8成，已是專業醫療器材研發製造廠，外銷版圖更遠至德國、西班牙、

日本、韓國、印度等多個國家。

王怡蘋說，學習與創業路上凡事親力親為，面對困難始終未有放棄念頭，雖然辛苦卻

樂在其中、甘之如飴，尤其成大的團結與傳承，更是她最大後盾，特別感謝梁從主教

授、周明慶、曾偉菁等學長姐和實驗室團隊、育成中心的指導協助，讓她一步一腳印

不斷改進、精進，用領先技術逐漸擴大版圖。

指導教授梁從主說，「生意囝歹生」，肯定王怡蘋一入學就展現出企圖心，也很努力

投入未知領域，那種精神搭配機運，造就現今的成功事業。

成功大學長久以來培育了各行各業無數菁英領袖，90週年校慶相關活動訊息請參考成

大90校慶官網(https://90th.ncku.edu.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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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力崛起！商科女跳電機系　一人公司外銷LED首年
營收破千萬

12小時前

（新增：影片）

電機系女生少，創業的少之又少。白手起家的安捷光電科技公司董事長王怡蘋12年

前剛考進成功大學便創業賣起LED燈，是一人公司又得兼顧學業，她忙到每天只睡

4小時，辛苦獲得回報，首年營業額就破千萬元，如今還斥資數千萬擴廠，客戶遍

及全球10個國家。

37歲的王怡蘋留著一頭俐落短髮，讀技職時學商，大學時暑假去電路板工廠打工，

發覺對工科有興趣，毅然轉系念電機，就業時也選擇研發部門，月薪55K。看似收

入穩定，藏不住勇於挑戰的個性，考取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後，決定創

業。

王怡蘋說，當時LED遠景看好，她原本打算碩班畢業後才創業，因成大的設備、資

源豐沛，還能提供財務、法務規劃等協助，令她決定提前築夢。



2021/10/7 上午8:54 女力崛起！商科女跳電機系　一人公司外銷LED首年營收破千萬 ｜ 蘋果新聞網 ｜ 蘋果日報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211006/VIEIH5MBEBAMRIGCMWL2FXQ2KY/ 2/6

王怡蘋創業初期以LED一般燈具、植物燈起家，「校長兼撞鐘」自行研發設計燈

具，寫規格書、製作型錄，同時一邊上課、做實驗、寫論文等，常常從早忙到半夜

一、二點才回宿舍。到國外參展逐漸打響名號，在德國、日本接到大單，創業第一

年就拚出破千萬的營業額。

她近幾年調整營運方向，研發高階LED與雷射醫療器材設備，再斥資數千萬擴廠，

設置醫療器材P2無塵無菌GMP廠房，產品涵蓋眼科、牙科、皮膚科，如今佔整體

營業額的八成，已是專業醫療器材研發製造廠。外銷版圖擴及德國、西班牙、日

本、韓國、印度等多個國家。

王怡蘋（左）感謝成大電機所教授梁從主指導協助。王志弘攝

圖片來源 : 蘋果新聞網

王怡蘋表示，學習與創業路上都得親力親為，雖然辛苦卻樂在其中，尤其成大的團

結與傳承，更是她最大的後盾，特別感謝指導教授梁從主、周明慶、曾偉菁等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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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實驗室團隊、育成中心的指導協助，讓她一步一腳印不斷精進，得以用技術領

先同業。

指導教授梁從主表示：「生意囝歹生」，怡蘋一入學就展現出企圖心，很努力投入

未知領域，那種精神搭配機運，造就現今的事業。（地方中心王志弘／台南報導）

她喜愛馬拉松、登山、潛水、攀岩等挑戰性運動。王怡蘋提供

圖片來源 : 蘋果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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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扮創業重要推手 電機女碩士開拓LED外銷藍海

電機系女生少，創業的少之又少。白手起家的安捷光電科技公司董事長王怡蘋12年前剛考進成功大學，一入學就創業做LED

燈，靠著研發技術自創藍海，首年營業額就破千萬元，目前客戶已遍及全球近10個國家。

37歲的王怡蘋留著一頭俐落短髮，原本學商，大學時暑假去電路板工廠打

工，發覺對工科有興趣，毅然轉系念電機系，並考取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王怡蘋說，台灣當時LED剛起步，看到市

場前景，放棄研發部門月薪55K，在研一時勇敢走上創業之路。

王怡蘋創業初期以LED一般燈具、植物燈起家，「校長兼撞鐘」自行研發設計燈具，寫規格書、製作型錄，還得跑國外參展；

在學期間一邊上課、做實驗、寫論文等，常常從早忙到半夜一、二點才回宿舍，積極認真、勇於挑戰的她，當時也透過到德

國、日本參展接下大額訂單，創業第一年就拚出破千萬的營業額。

新頭殼newtalk | 黃博郎 綜合報導

發布 2021.10.06 | 19:08

王怡蘋透過國外參展接下大額訂單，展現堅毅的創業精神。   圖：王怡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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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新創初期的種種挑戰，王怡蘋近年更研發高階LED與雷射醫療器材設備，並斥資數千萬擴廠，設置醫療器材P2無塵無菌

GMP廠房，產品涵蓋眼科、牙科、皮膚科，如今佔整體營業額的八成，已是專業醫療器材研發製造廠，外銷版圖更遠至德

國、西班牙、日本、韓國、印度等多個國家。

王怡蘋說，學習與創業路上凡事親力親為，面對困難始終未有放棄的念頭，雖然辛苦卻樂在其中、甘之如飴，尤其成大的團結

與傳承，更是她最大的後盾，特別感謝梁從主教授、周明慶、曾偉菁等學長姐和實驗室團隊、育成中心的指導協助，讓她一步

一腳印不斷改進、精進，用領先的技術逐漸擴大版圖；指導教授梁從主說，「生意囝歹生」，肯定王怡蘋一入學就展現出企圖

心，也很努力投入未知領域，那種精神搭配機運，造就現今的成功事業。

成功大學長久以來培育了各行各業無數的菁英領袖， 90週年校慶相關活動訊息，歡迎參考成大90校慶官網

（https://90th.ncku.edu.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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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55K月薪！成大女碩士創業首年營業額破千萬元

（主流傳媒記者蔡宗憲／台南報導）電機系女生少，創業的更是少之又少。白手起家的安捷光電科技公司董
事長王怡蘋12年前剛考進成功大學，一入學就創業做LED燈，靠著研發技術自創藍海市場，首年營業額就
破千萬元，目前客戶已遍及全球近10個國家。

37歲的王怡蘋留著一頭俐落短髮，原本學商，大學時暑假去電路板工廠打工，發覺對工科有興趣，毅然轉
系念電機系，並考取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王怡蘋說，台灣當時LED剛起步，看到市場前景，放棄
研發部門月薪55K，在研一時勇敢走上創業之路。

王怡蘋創業初期以LED一般燈具、植物燈起家，「校長兼撞鐘」自行研發設計燈具，寫規格書、製作型錄，
還得跑國外參展；在校同時一邊上課、做實驗、寫論文等，常常從早忙到半夜一、二點才回宿舍，當時透過
到德國、日本參展接下大額訂單，創業第一年就拚出破千萬的營業額。

走過新創初期的種種挑戰，王怡蘋近年更研發高階LED與雷射醫療器材設備，並斥資數千萬擴廠，設置醫療
器材P2無塵無菌GMP廠房，產品涵蓋眼科、牙科、皮膚科，如今占整體營業額約八成，已是專業醫療器材
研發製造廠，外銷版圖更遠至德國、西班牙、日本、韓國、印度等多個國家。

王怡蘋說，學習與創業路上凡事親力親為，面對困難始終未有放棄的念頭，雖然辛苦卻樂在其中、甘之如
飴，尤其成大更是她最大的後盾，特別感謝梁從主教授、周明慶、曾偉菁等學長姐和實驗室團隊、育成中心
的指導協助，讓她一步一腳印不斷改進、精進，用領先的技術逐漸擴大版圖。

指導教授梁從主說，「生意囝歹生」，肯定王怡蘋一入學就展現出企圖心，也很努力投入未知領域，那種精
神搭配機運，造就現今的成功事業。

安捷光電董事長王怡蘋放棄55K月薪走上創業路，她感謝成大電機所教授梁從主的指導與協
助。

2021-10-06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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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扮演創業重要推手 電機女碩士開拓LED外銷
藍海
文 郭文正 2021.10.06

電機系女生少，選擇創業的又更少，白手起家的安捷光電科技公司董事長王怡蘋12年前剛考進成功大學，一

入學就創業做LED燈，透過學校資源累積並靠著研發技術自創藍海，首年營業額就破千萬元，目前客戶已遍及

全球近10個國家。

37歲的王怡蘋留著一頭俐落短髮，原本學商，大學時暑假去電路板工廠打工，發覺對工科有興趣，毅然轉系

念電機系，並考取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王怡蘋表示，台灣當時LED剛起步，看到市場前景，放棄研

發部門月薪55K，在研一時勇敢走上創業之路。

創業初期以LED一般燈具、植物燈起家，「校長兼撞鐘」自行研發設計燈具，寫規格書、製作型錄，還得跑國

外參展，在校同時一邊上課、做實驗、寫論文等，常常從早忙到半夜一、二點才回宿舍，當時也透過到德國、

日本參展接下大額訂單，創業第一年就拚出破千萬的營業額。

王怡蘋（如圖右）透過國外參展接下大額訂單。圖/王怡蘋提供

https://ctee.com.tw/author/wencheng-kuo
https://ctee.com.tw/author/wencheng-k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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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蘋（圖前）感謝成大電機所教授梁從主（後）指導協助。

走過新創初期的種種挑戰後，近年更研發高階LED與雷射醫療器材設備，並斥資數千萬擴廠，設置醫療器材P2

無塵無菌GMP廠房，產品涵蓋眼科、牙科、皮膚科，如今佔整體營業額的八成，已是專業醫療器材研發製造

廠，外銷版圖更遠至德國、西班牙、日本、韓國、印度等多個國家。

王怡蘋進一步表示，學習與創業路上凡事只能親力親為，面對困難始終未有放棄的念頭，雖然辛苦卻甘之如

飴，尤其成大的團結與傳承更是最大後盾，特別感謝梁從主教授、周明慶、曾偉菁等學長姐和實驗室團隊、育

成中心的指導協助，透過一步一腳印不斷改進、精進，用領先的技術逐漸擴大版圖，指導教授梁從主說，「生

意囝歹生」，肯定王怡蘋一入學就展現出企圖心，也很努力投入未知領域，那種精神搭配機運，造就現今的成

功事業。

成功大學長久以來培育了各行各業無數的菁英領袖， 90週年校慶相關活動訊息請參考成大90校慶官網

（https://90th.ncku.edu.tw/）查詢。

https://90th.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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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復辦110年全大運圓滿落幕　明年國體大接棒
2021-10-06 下午 03:00 記者周許翔／綜合報導

教育部體育署洪志昌副署長、國立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以及全大運下一屆承辦學校國立體育大學邱炳

坤校長出席與會。圖：成功大學提供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復辦為期5天6項賽事圓滿落幕，今(5)日下午在國立成
功大學光復田徑場舉行熄聖火與交旗儀式。教育部體育署洪志昌副署長、國立成
功大學蘇慧貞校長，以及全大運下一屆承辦學校國立體育大學邱炳坤校長出席與
會。

 

體育署洪志昌副署長表示，歷經140天中場休息，110全大運是繼東京奧運後，台
灣 首 場 大 型 運 動 賽 事 ， 包 括 舉 重 女 神 郭 婞 淳 、 黃 金 右 臂 鄭 兆 村 、 跨 欄 女 神 謝 喜
恩、向俊賢、謝昀庭、陳柏任等奧運國手紛紛奪金，再寫賽事精彩紀錄。共有11
項15人次破全國紀錄，以及37項75人次破大會紀錄，共頒出351面金牌。

 

7,391位選手、2,206位裁判、教練等，賽事期間創下14,770參賽人次。每一位選
手熱情備戰、放手拚搏以及挑戰極限的無畏態度，是對榮耀極力爭取，也展現對
成功的強烈追求。150所大學運動好手用精彩表現為賽會畫下句點的同時，洪志昌
副署長宣布110年全大運圓滿成功，並由蘇慧貞校長將大會會旗交接給111年全大
運承辦學校國立體育大學邱炳坤校長，與各校運動員相約明年桃園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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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復辦為期5天6項賽事圓滿落幕。圖：成功大學提供

 

110全大運有田徑、游泳、體操、桌球、羽球、網球、柔道、跆拳道、射箭、擊
劍、舉重、射擊、空手道、橄欖球、軟式網球、角力、木球共18個競賽種類。其
中，游泳、桌球、跆拳道、擊劍、拳擊5種賽事於110年5月15日完賽。110年10
月成大復辦6種賽事，包含：田徑、羽球、網球、射箭、舉重、橄欖球。體操、柔
道、空手道、軟式網球、角力、木球交由大專體總各單項運動委員會在12月底前
陸續舉辦。

 

身為一所在台南古都的國立大學，成大以對文化與責任的尊重與守諾，自109年
11月4日責無旁貸地接下全大運會旗，歷經336天日夜更替，全大運史無前例遇上
疫情停辦後復辦，無論遭遇多少困難，成大團隊的每一位同仁沒有放棄，共同一
一挺過，攜手堅定完成這份光榮使命。

 

努力不懈，永不放棄的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重回主場，蘇慧貞校長表示，
一場大型賽事的成功，需要公部門、所有參與學校及民眾、社會各界熱情的支持
和參與，才能讓整個活動盡善盡美、順利圓滿。誠摯感謝各界的支持，共同締造
了不一樣的、精彩的、令人感動的110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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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產官學攜手合作「校園交通風險地圖」守護民眾
用路安全記者會。

全國交通安全月-台南產官學攜手合作 「校園交通風險地
圖」守護民眾用路安全

／

2021/10/7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為守護

青年學子行的安全，台南市政府交通

局延續去年產官學合作成果，與國泰

產險、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再度攜手合

作，以本市中西區、東區內5所學校

（成功大學、臺南大學、臺南護專、

南一中、南女中）檢視校園周邊道路

風險及診斷，製作校園交通事故風險

懶人包，藉以提醒用路人潛在交通事故風險點應注意事項，期建立民眾防禦駕駛觀

念，提升用路安全。
 

　市長黃偉哲表示，透過產、官、學三方再次合作，結合大數據及用路人的習性，

藉由各交通事故風險點檢視，以圖像化方式製作淺顯易懂校園交通事故風險地圖海

報、及風險地圖Web AR，讓年輕學子與用路人多元化的了解風險所在，建立用路安

全防衛駕駛概念；另外配合交通部道委會交通安全月路口安全的宣導「路口慢看

停、行人停看聽」，期盼能將道路交通風險降到最低。
 

　交通局局長王銘德表示，經109年永康區校園風險地圖改善專案，改善前後永康區

18~24歲年輕人的交通事故降低了15.47%，所以今年度延續專案，並以中西區及東

區為主軸，除了3所大專院校更加入2所高中學校，透過大數據分析校園周邊交通事

故風險地點，經由現勘討論，並借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吳宗修教授專業指導，製作

出校園交通事故熱點現場道路狀況分析、道路設計建議，並分別針對行人、機車、

汽車三類用路方式提出防禦性駕駛對策。
 

　交通局指出，今年度除了可透過校園交通風險地圖懶人包海報進行平面的宣導

外，國泰產險特別製作Web AR互動體驗，加入實景照片或影片，讓市民朋友可更容

易了解各路口的潛在風險，後續也可提供各級學校進行交通安全宣導推廣使用。
 

　另外為了提高民眾參與度，國泰產險特別加碼舉辦「校園交通風險地圖體驗」抽

獎活動，獎品有熱門的Switch、Airpods、7-11禮卷及Line points等，詳細內容請至

「國泰產險-零事故研究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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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東區 推校園交通風險地圖
2021-10-07

守護青年學子行的安全，產官學界合作，推出中西、東區「校園交通風險地圖」，守護民眾用路安
全。（記者林雪娟攝）

記者林雪娟⁄台南報導

十月是全國交通安全月，守護青年學子行的安全，交通局推出中西區、東區「校園交通事故風險地圖」，以中西、東區內五所學校周遭道路，進行交

通風險及急診，並製作校園交通事故風險懶人包，希望達到校園零事故，守護學子用路安全。

繼永康區推出校園風險地圖，交通局進行改善，讓永康區十八至二十四歲年輕人的交通事故從原本兩成七七降為十五點四七，成效卓著，今年以中

西、東區為主軸，包括成大、南大、南護、南一中、南女，檢視周遭道路風險，提出二十二個路口應該注意事項。

守護青年學子行的安全，產官學界合作，推出中西、東區「校園交通風險地圖」，守護民眾用路安
全。（記者林雪娟攝）

風險地圖由交通局和國泰產險、陽明交通大學合作。市長黃偉哲表示，透過產、官、學三方合作，結合大數據及用路人習性，藉由各交通事故風險點

檢視，以圖像化方式製作淺顯易懂校園交通事故風險地圖海報及風險地圖Ｗｅｂ ＡＲ，讓年輕學子與用路人多元化了解風險所在，建立用路安全防

衛駕駛概念；黃偉哲語重心長指出，台南市死亡事故全國第一，多管齊下希望增進交通安全，感謝議會監督，有議會鞭策，會更努力，也希望所有人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聽，降低出事風險。

交通局表示，經由大數據分析周邊交通事故風險地點，經由現勘，製作事故熱點現場狀況，並進行道路設計建議，針對行人、機車、汽車三類用路方

式，提出防禦性駕駛對策。國泰產險也製作Ｗｅｂ ＡＲ互動體驗，加入實景照片或影片，讓民眾可更容易了解各路口潛在風險，並提供各級學校進

行交通安全宣導推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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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參與度，國泰產險加碼舉辦「校園交通風險地圖體驗」抽獎活動，獎品Ｓｗｉｔｃｈ、Ａｉｒｐｏｄｓ、超商禮卷及Ｌｉｎｅ ｐｏｉｎｔｓ

等，詳細內容請至「國泰產險-零事故研究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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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校園交通風險地圖 中西、東區發表

「校園交通風險地圖」 結合大數據及用路人的習性，以圖像化方式，分析校園交通事故熱點現場道路狀
況、道路設計建議等。 �（記者劉婉君攝）

2021/10/07 05:30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根據交通局統計，全市去年18至24歲交通事故死傷人事高達27.7%，其中

永康區及東區分別為事故熱區第1、2名，繼去年發布永康區「校園交通風險地圖」之後，市府昨天再

發表中西區及東區的校園交通風險地圖，分析成功大學、台南大學、台南護專、台南一中、台南女中

等5校周邊道路風險，共列出22個風險點，民眾可以上網查看，參加體驗抽獎活動，最大獎為

Switch。

列出22個風險點 可上網查

看

市長黃偉哲昨天在發表會上表示，去年永康區交通風險地圖推出後，永康18至24歲年輕人的交通事故

就減少了15.47%，因此今年再以中西區與東區為主軸，希望守護青年學子行的安全。

中西區、東區校園交通風險地圖由交通局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泰產險攜手合作，結合大數據分析

與用路人的習性，診斷成大等5校周邊的道路，以圖像化方式，製作出交通風險懶人包及風險地圖

Web AR，民眾只要到交通局「運轉台南好交通」粉絲頁貼文連結，或上國泰風險地圖VR網頁

（https://traffic_risk_map.miflyservice.com/VR/makarVR.html），就可以看到地圖，再點選地圖上的

編號，即可查看各風險點的描述，再選擇行人、機車、汽車等不同角色，了解相關的防禦性駕駛對

策。

交通局長王銘德指出，後續除了將透過校園交通風險地圖懶人包的海報，進行平面的宣導，國泰產險

也製作Web AR互動體驗，加入實景照片或影片，讓民眾可以更容易了解各路口的潛在風險，也可提

供給各級學校進行交通安全宣導推廣。

至12月10日 可參加體驗抽獎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10/07/5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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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高民眾的參與度，國泰產險也於昨日起12月10日，舉辦「校園交通風險地圖體驗」抽獎活動，

獎品有Switch、Airpods、7-11禮券及Line point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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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中西、東區 交通高風險有22處

2021-10-07 00:59  聯合報  / 記者鄭維真、黃宣翰／台南報導

台南市去年交通事故傷亡人數近5萬人，18到24歲

就有1萬3738人，占28%最高，傷亡事故以永康、

東、安南及中西區最多，市府去年在永康推動校園

交通事故風險地圖，死傷事故率降低15.47％，今年

針對東、中西區的成大等5所學校周邊22處高風險

8

台南市交通局針對中西及東區5 所學校周邊道路2 2處高風險地點，製成校園

交通事故風險地圖。記者鄭維真／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zNDE=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1NDk=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8D%9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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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製成地圖，分析路況並提供防禦駕駛對策，讓

學子及用路人了解，降低事故率，即日可上交通局

網站體驗。

各大學剛開學不久，台南市已接連發生2名男大生騎

機車發生車禍死亡，市警局交通大隊指出，已請各

校安排時間，派員對大學生宣導，提醒學生機慢車

防禦駕駛、路權觀念及兩段式左轉、內輪差及行經

路口要慢、看、停等，確保交通安全。

台南護專校方指出，學校附近的中山路與西華南街

口因有2間百貨且鄰近火車站，人車多常有事故發

生，去年市府實施智慧安全路口，利用科技即時顯

示違規車輛車號，警告違規用路人，事故減少，風

險地圖上線後，成效應能更好。

交通局去年以永康區崑山科大、南應大及南台科大

等17處高風險路口作為校園風險地圖改善專案，利

用教育課程透過3C產品連結風險地圖、 AR互動體

驗，讓學生認識周遭交通環境與安全，今年針對中

西及東區成功大學、台南大學、台南護專、台南一

中、台南女中5所學校周邊22處高風險地點製成地

圖。

交通局長王銘德說，除透過校園交通風險地圖海報

平面宣導，AR加入實景照片、影片，讓市民更容易

了解各路口潛在風險，也將提供各校宣導交通安

全。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4%91%E5%B1%B1%E7%A7%91%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7%A7%91%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D%B1%E5%8D%80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D%97%E4%B8%80%E4%B8%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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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隊代理大隊長陳宇桓說，大一新生剛取得駕

照及車輛，駕駛技術、對車輛性能及對道路環境路

況都不成熟，有必要養成正確用路習慣，減少事故

發生，為降低路口交通事故發生比率，警方已規畫

在校園周邊多事故路段、路口大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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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產險攜手台南市政府 擴大道路安全合作
2021/10/6 20:59

（中央社記者蘇思云台北6日電）國泰產險今年再度跟台南市政府擴大道路安全合

作，此次台南市中西區及東區校園風險地圖，共繪製22處風險熱點現況以及預防對

策，預計執行23項交通工程與改善措施，協助守護民眾安全。

國泰產險今天發布新聞稿，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攜手國泰產險，今天在台南市政府舉行

「台南市中西區與東區校園交通風險地圖成果發表會」。

台南市市長黃偉哲、國泰產險副總經理陳欽榮、專案顧問陽明交通大學教授吳宗修以

及中西區、東區5所學校代表（成功大學、台南大學、台南護理專科學校、台南一中

與台南女中），在發表會上共同揭露台南市中西區及東區校園風險地圖海報及風險改

善建議報告書。

黃偉哲表示，感謝國泰產險協助市府完成中西區、東區校園交通事故風險地圖，今年

更建置WEB AR互動體驗系統，希望幫助更多學子與民眾了解各處危險因子，降低意

外事故發生機率。

陳欽榮表示，校園交通風險地圖專案已邁入第5年，先前與亞洲大學等6所學校合

作，去年與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合作，今年雙方再次擴大合作，專案內容升級，並推出

「WEB AR版校園交通風險地圖」，融入行人、機車、汽車三種用路族群防禦駕駛建

議。

國泰產險指出，今年專案也導入「不意外騎士專案VR版危險感知」，結合國泰人壽

在地30處服務團隊加入共同推廣，可以更即時地與交通局與校方互動；同時結合擴

增實境（AR）與虛擬實境（VR）等數位科技，宣導正確防禦駕駛觀念以及校園交通

風險熱點。（編輯：張均懋）1101006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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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合作 守護用路安全

記者姜四海／臺南報導

　 為守護青年學子行的安全，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延續去年產官學合作成果，與國泰產險、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再度攜手合作，以5所
學校（成功大學、臺南大學、臺南護專、南一中、南女中）檢視校園周邊道路風險及診斷，製作校園交通事故風險懶人包，藉以提
醒用路人，潛在交通事故風險點應注意事項，期建立民眾防禦駕駛觀念，提升用路安全。

 市長黃偉哲表示，透過產、官、學再次合作，結合大數據及用路人習性，藉由各交通事故風險點檢視，以圖像化方式製作淺顯易
懂校園交通事故風險地圖海報，及風險地圖Web AR，讓學子與用路人多元化了解風險所在，建立用路安全防衛駕駛概念；另外配
合交通部道委會交通安全月，路口安全宣導「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聽」，期盼能將道路交通風險降到最低。

: 2021/10/07　嘉南高屏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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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倒數三天！2021全臺唯一聚焦學界量能「大專校
院暨產業交流技術媒合會」10/26台中登場
文 謝易晏 2021.10.06

由教育部指導，國立成功大學、IMPACT臺灣智財加值營運管理中心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共同主辦之2021「大

專校院暨產業交流技術媒合會」，將於2021年10月26日上午10:00於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3F登場。報名

時間自即日起至2021年10月8日（五）止，媒合場次有限，報名從速！

2021「大專校院暨產業交流技術媒合會」聚焦「機械及製造」、「生技醫療」、「電資通訊」、「能源及環

境科技」、「材料科技」、「文創及設計」 、「管理及服務」等七大 領域，集結28校、超過500件學界新穎

技術，提供企業找尋突破現狀、產業升級的關鍵之鑰！歡迎即刻報名洽談，讓產、學攜手創造企業永續經營新

契機！

2021「大專校院暨產業交流技術媒合會」，將於2021年10月26日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登場。圖/主辦單位提供

https://ctee.com.tw/author/samentha-hsieh
https://ctee.com.tw/author/samentha-hs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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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大學 大專校院暨產業交流技術媒合會 產學技轉

2020年成大圓夢嘉年華新創週，媒合廠商需求與學界資源，共創產學企業永續經
營新契機。圖/成大提供

實體媒合會時程：

時間：2021年10月26日（二）上午10時至下午17時

地點：烏日高鐵站集思臺中新烏日會議中心3F（臺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26號）

線上媒合會時程：將由專人進行聯繫安排。

報名網址：http://webap1.innovation.ncku.edu.tw/impact_match/

https://ctee.com.tw/tag/%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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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tee.com.tw/tag/%e7%94%a2%e5%ad%b8%e6%8a%80%e8%bd%89
http://webap1.innovation.ncku.edu.tw/impact_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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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計畫審查品質座談會 專業審查、擇優補助

由科技部⽣命科學發展司、科技部補助⽣命科學研究推動中⼼所主辦的「如何提升計畫審查品質
座談會」，6⽇在成功⼤學國際會議廳第⼀演講室，以線上+實體座談同步舉辦。

為提升學術研究計畫審查品質及因應計畫所產⽣撰寫等學術倫理問題，⽣科司邀請各學⾨召集
⼈，分享撰寫計畫及審查計畫須注意規畫，⽣科司陳鴻震司⻑表⽰，科技部⽣科司每年受理審查
的計畫件數超過五千件，如何透過「專業審查、擇優補助」⼀直是⽣科司追求的⽬標，然⽽，過
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審查的問題之⼀，是許多計畫的分數太過於集中，亦即分差過⼩，導致鑑
別度不⾼。另⼀個嚴重的問題，是不同評審對於推薦案件的最低分數不同，亦即不同評審其⼼中
的量尺不同，造成不公平的現象。

為改善此等問題，⽣科司從109年開始調整評審表格，將推薦程度、計畫排序及分數扣合在⼀
起，期能達到較為⼀致的評審量尺，並提升評審專業素養，陳鴻震司⻑指出，計畫審查評審應具
備專業學識、公正態度及開闊胸襟、慧眼奇才等三⼤⾯向，且學⾨申請計畫應具備重視原創性、
創新性及重要性。

「如何提升計畫審查品質座談會」上，邀請到國⽴中興⼤學森林系王升陽 教授、⻑庚⼤學⽣物醫
學研究所陳景宗教授、成⼤醫院神經科部林宙晴醫師，針對⽣農、基礎醫學、臨床醫學三⼤學
⾨，計畫初審重點做說明，包含(1)理論創新 (2)技術突破 (3)產業及臨床應⽤性(4)本國特殊研究
(5)本國重⼤之疾病 (6)Ambitious and Focus等六點。

2021-10-06 23:56 經濟日報 張傑

由科技部⽣命科學發展司、科技部補助⽣命科學研究推動中⼼所主辦的「如何提升計畫審查品質座談會」，以線上+實體座談同步舉

辦。 張傑/攝影

讚 1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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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則由國⽴台灣⼤學醫學院分⼦醫學研究所張智芬教授，針對計畫複審重點：跨領域審查，提
出相關說明，再由科技部補助⽣命科學研究推動中⼼簡伯武主任，做綜合討論。

透過此次「如何提升計畫審查品質座談會」的舉辦，⽣科司期能增進計畫審查作業嚴謹與公平
性，落實⽣科司擇優補助的總體⽬標，透過嚴謹⽽客觀公平的同儕審查機制，評選出各學⾨領域
具開創性科研價值計畫案，讓國家資源投⼊，能發揮最⾼效益，有效深耕國⼒。

如何透過「專業審查、擇優補助」⼀直是⽣科司追求的⽬標，期透過「如何提升計畫審查品質座談會」舉辦，能增進計畫審查作業嚴

謹與公平性，落實⽣科司擇優補助的總體⽬標。 張傑/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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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無限晉升NVIDIA解決方案顧問夥伴 積極佈建AI-Stack生態系統

數位無限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InfinitiesSoft)正式加⼊NVIDIA合作夥伴網路 (NVIDIA Partner

Network，NPN)，成為台灣第⼀家NVIDIA解決⽅案顧問。

數位無限的經營模式對於NVIDIA產品、解決⽅案、技術的銷售能發揮影響⼒，受到NVIDIA的肯
定，進⽽成為合作夥伴。未來，數位無限將持續與NVIDIA Taiwan及全球NVIDIA網絡夥伴併肩作
戰，提供市場與客戶最新NVIDIA產品訊息，協助客戶快速導⼊AI相關專業、需求、技術、建議、
產品和服務，提升企業與組織競爭⼒。

數位無限⼀直以來專注於為企業及組織解決⼈⼯智慧、混合雲、微服務、容器化、邊緣運算帶來
的挑戰，是亞洲混合異質雲端管理平台的先驅者，亦是少數NVIDIA Inception Program台灣成
員，更提供產官學研最前沿之專業服務。

2021-10-07 10:25 經濟日報 台北訊

數位無限結合最堅強的專業圑隊，圖左起業務經理江世翎、產品經理曾于恬、總經理陳⽂裕、全球⾏銷與商務拓展經理吳宣儀博⼠、

系統⼯程師陳勁帆，共同為合作夥伴創造多贏。數位無限/提供

讚 0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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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推出AI-Stack機器學習開發與營運平台，是NVIDIA⾸要推薦客戶的最佳AI計算管理平台，
可協助客戶管理單⼀GPU伺服器或伺服器叢集，轉變為可控管和共享、並能橫向擴容的機器學習
與深度學習運算環境資源，為GPU運算資源帶來彈性、⾼效協作與運作成本效益提升。

AI-Stack可納管所有NVIDA CUDA⽀援的GPU卡，包含從GeForce、NVIDIA RTX/Quadro到資
料中⼼等級的GPU資源都能統⼀在同個AI-Stack管理平台做有效率的分配，對IT管理⼈員及AI開
發⼈員⽽⾔，能解決對Linux不熟悉、沒有Dashboard可觀看資源、帳號權限管理不易、缺少Log

可查找問題、硬體資源無法預先分配、系統重置耗時、多節點配置管理不易、無法⾃助管理及⾃
助使⽤、AI軟體安裝不易、容器管理、AI運算無法⾃動產⽣、AI運算備份不易、資源無法限制使
⽤時間等問題，是最簡便可快速上⼿的AI管理平台，幫助提升GPU使⽤率。

數位無限經營⾄今，累積合作客戶包含教育部⾨、政府部⾨、公⽤事業部⾨、半導體、IC設計公
司到其他製造商等，今年，⾦融產業和醫療產業⽤戶的需求不斷成⻑並洽談合作，協助強化AI開
發流程。

如今，AI-Stack已成功導⼊多所⼤專院校，包含國⽴成功⼤學、國⽴台北科技⼤學、義守⼤學、
國⽴雲林科技⼤學、國⽴政治⼤學、明志科技⼤學等，同時也有政府單位包含交通部中央氣象
局、⾦⾨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公⽤事業包含台灣電⼒公司、材料事業包含台塑企業、IC設計公
司包含奇景光電等廠商。

數位無限正在積極招募 AI ISV夥伴，近⽇推出「 AI ISV Partner Program: Working with

Infinities AI-Stack」，熱情邀約有在使⽤NVIDIA GPU發展AI模型，並提供客戶AI產品與服務的
ISV新創及企業，加⼊數位無限AI-Stack Ecosystem的⾏列，使⽤AI-Stack快速配置GPU資源、
開發與管理AI模型、輕鬆佈署模型⾄Cloud或Edge端，滿⾜AI開發過程全⽣命週期的管理，與AI-

Stack Ecosystem軟硬體夥伴們共同組成各產業多場景多樣的AI解決⽅案，共創AI多贏市場。

加⼊數位無限AI-Stack Ecosystem將可取得AI-Stack免費授權進⾏驗證測試、多⽅共同⾏銷、共
建AI解決⽅案、共同開發市場拓展商機、與⽣態夥伴並肩作戰，並獲得零壹科技通路資源，⼀同
壯⼤AI市場。數位無限也將在2021年第四季推出「AI-Stack Marketplace」，讓AI ISV夥伴可以
將其開發出的AI模型上架到AI-Stack平台，供客戶依需隨選佈署，解決AI ISV傳統上在佈署⽅⾯
遇到的困難及問題，讓夥伴可以跟著AI-Stack輕鬆協助客戶擴建使⽤情境，延伸服務範疇，創造
無限可能。

相關資訊請⾄數位無限官網https://www.infinitiessoft.com/

https://www.infinitiessoft.com/


2021/10/7 上午11:54 數位無限晉升NVIDIA解決方案顧問夥伴 積極佈建AI-Stack生態系統 | 產業動態 | 商情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1799/5798952 3/4

數位無限軟體NVIDIA解決⽅案顧問從銷售、技術、產品、⾏銷、服務等各⽅⾯協助客戶了解NVIDIA Compute DGX，針對客戶需

求，提供⾃主研發的AI-Stack管理平台、NVIDIA GPU與各種場景搭配的AI應⽤解決⽅案，熱情邀約各界AI ISV新創與企業加⼊AI-

Stack⽣態系統。數位無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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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眼科部洪嘉鴻醫師。

青光眼 治療新發展
／

2021/10/7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一位45

歲高度近視男性因右眼間歇性視力模

糊，換了眼鏡也無法矯正視力，至診

所就診發現是眼壓上升導致。因此轉

診成大醫院接受進一步檢查，發現雙

眼都有嚴重的隅角開放型青光眼，視

神經已造成相當程度的損害，右眼眼

壓也無法以藥物控制。這樣無法控制

的上升眼壓，將會造成視神經功能快速喪失。病人因工作需求，需要盡快恢復視

力。眼科團隊為此緊急召開會議，經過評估，並與病人討論青光眼手術，以降低眼

壓，搶救視神經。最後，病人決定接受微創青光眼手術。
 

　成大醫院眼科部洪嘉鴻醫師表示，青光眼是造成視力喪失常見的原因。根據統

計，青光眼占世界上所有視力失能的第二名。其中，隅角開放型青光眼初期大多沒

有症狀，但嚴重時會產生視力模糊，若沒有及時妥善治療，會造成視神經不可逆傷

害，嚴重的話，將會永久失明。
 

　洪嘉鴻醫師指出，青光眼的治療，除了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醫療介入之最終目

標皆是降低眼壓。大部分的病人都可以用藥物控制，包含眼藥水、口服藥；但仍有

少部分的病人，無法使用藥物控制。這些病人最終往往需要手術，方能阻止視神經

繼續惡化。
 

　小樑切除術為目前主要且非常有效的青光眼手術，可快速讓眼壓下降，且效果可

維持相當長的時間。此手術會在鞏膜上製造一個孔洞，讓眼睛內前房液引流到結膜

下的空間（即「濾泡」）。流入濾泡中的液體會被微血管吸收，因此濾泡內的容積

最後會達成平衡，並維持固定的低眼壓。但小樑切除術的術後照顧相對一般眼科手

術來說較為複雜，術後初期常見併發症是引流速度過快或過慢，所造成的眼壓過低

或過高。另外，由於需要做結膜與虹膜切開術，因此傷口閉合不良或眼內出血都是

潛在的問題。
 

　洪嘉鴻醫師表示，為減少青光眼術後併發症、縮短手術時間，以及更快速恢復視

力，成大醫院從2020年開始積極引進微創青光眼手術，利用微創傷口，植入微細的

引流導管，將前房液透過此導管排至結膜下方，形成濾泡。手術之成效不錯，與國

際臨床試驗結果相當。
 

　但是，並非所有青光眼都適合接受微創青光眼手術，目前僅限於隅角開放型青光

眼，其他包含隅角閉鎖型或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目前被認為不適合接受微創青光眼

手術。有些病人會因為術後導管漸漸阻塞，需要再接受化解阻塞與沾黏的細針手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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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嘉鴻醫師表示，微創青光眼手術並非取代小樑切除術，而是提供一個低侵入性

手術的選擇。他指出，病情因人而異，需不需要接受手術，及手術類型的選擇，最

重要的是與醫師進行討論，以獲得最妥善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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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眼鏡仍看不清 才知有青光眼
2021-10-07

醫師洪嘉鴻說，「微創青光眼手術」提供病人一種較低侵入性手術選擇。（記者葉進耀攝）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一名45歲高度近視男子因為右眼間歇性視力模糊，換了眼鏡也無法矯正視力，就醫研判眼壓上升導致，接受進一步檢查，發現雙眼都有嚴重的隅角

開放型青光眼，視神經已受損害，右眼眼壓也無法以藥物控制，可能會失明，決定接受微創青光眼手術，及時阻止視神經繼續惡化。

成大醫院眼科部醫師洪嘉鴻表示，青光眼是造成視力喪失常見的原因。其中，隅角開放型青光眼初期大多沒有症狀，但嚴重時會產生視力模糊，病患

若未妥善治療會造成視神經不可逆傷害，嚴重會導致永久失明。青光眼的治療，除了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醫療介入之最終目標皆是降低眼壓，大部

分的病人都可以用藥物控制，但仍有少部分的病人無法用藥物控制，需要手術改善。

洪嘉鴻說，傳統的「小樑切除術」為目前主要且有效的青光眼手術，可快速讓眼壓下降，且效果可維持相當長的時間。此手術會在鞏膜上製造一個孔

洞，讓眼睛內前房液引流到結膜下的空間（即濾泡），流入濾泡中的液體會被微血管吸收，因此濾泡內的容積最後會達成平衡，並維持固定的低眼

壓。唯術後初期常見併發症是引流速度過快或過慢，造成眼壓過低或過高；由於需要做結膜與虹膜切開術，因此傷口閉合不良或眼內出血都是潛在的

問題。

他說，為減少青光眼術後併發症、縮短手術時間，以及更快速恢復視力，成大醫院去年引進「微創青光眼手術」，利用微創傷口植入微細的引流導

管，將前房液透過此導管排至結膜下方，形成濾泡，手術之成效不錯，與國際臨床試驗結果相當。並非所有青光眼都適合此手術，目前僅限於隅角開

放型青光眼，其他包含隅角閉鎖型或新生血管性青光眼並不適合。

洪嘉鴻說，微創青光眼手術並非取代小樑切除術，而是提供一個低侵入性手術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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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歲男患青光眼 微創手術搶救視神經

2021/10/06 16:21

成大醫院眼科主治醫師洪嘉鴻建議青光眼的高風險族群應定期檢查眼壓。（記者王俊忠攝）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45歲有高度近視的男子，右眼間歇性視力模糊，換眼鏡也沒

用，到診所發現是眼壓升高導致，轉診成大醫院檢查、發現雙眼有嚴重的隅角開放型青光

眼，視神經已有損害，右眼眼壓也難用藥物控制。患者因工作需求、要快恢復視力，眼科

團隊緊急開會評估，與患者討論後決定做微創青光眼手術，以降低眼壓、搶救視神經，持

續追蹤檢查。

成大醫院眼科主治醫師洪嘉鴻指出，青光眼是眼壓過高造成的視神經病變，常見造成視力

喪失。據統計，青光眼占世界所有視力失能的第2名，其中，隅角開放型青光眼初期大多

沒有症狀，但嚴重時會視力模糊，若未及時妥善治療，會造成視神經不可逆的傷害，最嚴

重會永久失明。

青光眼患者接受手術之前的

眼睛情形。（圖：成大醫院

提供）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1/10/06/3695367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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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患者接受手術之後的眼睛情

形。（圖：成大醫院提供）

洪嘉鴻表示，青光眼的治療，除了維持良好生活習慣，醫療介入最終目標都是降低眼壓，

大部分病人可以用藥物控制，包含眼藥水、口服藥；但有少部分病人無法用藥物控制，這

些患者往往需要手術，才能阻止視神經惡化，手術有傳統的小樑切除手術，即在鞏膜上做

1孔洞，讓眼睛內前房液引流到結膜下空間（即濾泡），以達成平衡、維持固定低眼壓。

另有較新的微創青光眼手術，以微創傷口植入微細的引流導管，將前房液透過導管排到結

膜下方，形成濾泡。醫師說，兩種手術各有優、缺點，需要醫、病雙方妥慎討論評估。

洪嘉鴻說，包括老年人、高度近視者（近視5百度以上）、糖尿病與高血壓等，都是罹患

一般青光眼的高風險族群，平時可1至2年到眼科診所檢查1次眼壓；如檢查有異常，則至

少半年就追蹤檢查1次，以防青光眼上身。

成大醫院眼科主治醫師洪嘉鴻建議青光眼的高風險族群應定期檢查眼壓。（圖：成大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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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型態改變，肩關節不舉讓生活『卡關』了嗎？
早安健康企劃
2021-10-07 | 瀏覽數 14

肩膀卡卡，連自己梳洗更衣都有障礙？吃飯時伸手夾菜，肩膀卻

痠痛無力，飯菜掉滿地？夜半肩膀疼痛不減反增，只能夜夜失

眠？ 

疫情期間，不論是經常搬貨的物流夥伴、需要反覆擦拭消毒的清

潔人員、或一手包辦家事的主夫主婦，都容易因為工作量倍增，

而出現肩膀痠痛無力症狀，這可能是肌腱斷裂的前兆，當肌腱斷

裂範圍持續擴大，肩關節結構會變得不穩定，並加速肩關節磨損

退化，嚴重的肌腱斷裂導致無法修補，同時合併肩關節的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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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可能需要手術置換人工肩關節。 

腎精不足易致白髮！早安健康新刊《白髮掉髮完全對策》，教你從根本調養髮
質。限量前100名買再送【Weet-Bix】澳洲全穀片隨身包乙包！

這三大族群是旋轉肌腱斷裂高危險群！肩膀痠痛無力不可輕忽 

成大醫院骨科部運動醫學科主任蘇維仁醫師表示，肩關節是人體

活動角度最大的關節，周圍有四條肌腱協同作用，名為「旋轉肌

腱」，能讓肩關節做出上舉、後舉、外轉、內轉等日常生活所需

動作，旋轉肌腱容易因過度使用而造成破裂，嚴重時甚至完全斷

裂，尤其以下三類族群最需要特別小心： 

https://shop.everydayhealth.com.tw/products/xf000088?utm_source=edh&utm_medium=article_word_b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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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屬於這三類族群，出現以下症狀三個月以上：例如手抬高

到特定角度會感到肩膀前側疼痛、經常手痠無力、拿不住東西、

半夜肩膀痛到睡不著覺，最好及早就醫接受骨科醫師的診斷評

估。 

嚴重旋轉肌腱斷裂患者適用！反置式人工肩關節一月起納入健保

給付 

蘇維仁醫師指出，當遇到旋轉肌腱難以修補的情況：像是單一旋

轉肌腱斷裂超過五公分、或有兩三條肌腱斷裂、拖太久才就診導

致肌腱萎縮退化，合併有肩關節磨損、患者較為年長、手臂完全

無法舉起時，往往需要靠「反置式人工肩關節」才能幫助恢復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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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置式人工肩關節」有特殊力學結構，能讓肩關節不再依賴旋

轉肌腱，蘇維仁醫師解釋，「簡單來說，肩關節由肩胛骨的凹

面、肱骨的凸面共同組成，反置式人工肩關節的組件形狀卻剛好

相反，只要經由手術，把肩胛骨凹面置換成凸面組件，肱骨凸面

置換成凹面組件，就能在肩關節形成相對穩定的支點，以三角肌

驅動肩關節的動作」。 

隨著手術成熟，使用漸趨普遍，今年（2021年）一月起健保署

也將反置式人工肩關節納入健保給付，蘇維仁醫師說明，「當患

者有大範圍旋轉肌腱破裂，合併肩關節的重度病變，或無法修復

且重大失能且年齡六十五歲以上，達到以上條件時，醫師在手術

前將資料送審通過，病患就可以得到健保的全額給付」；他也補

充，反置式人工肩關節的壽命可達十五年以上，如果過度使用仍

可能提早磨耗、鬆脫，因此建議術後儘量維持輕度使用比較合

適。 

梳洗更衣沒問題，滿足九成生活需求！適時手術找回生活好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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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患者接受反置式人工肩關節手術，住院四天即可出

院，配戴三角巾約三到六週，待骨頭生長癒合後就可以逐漸加強

復健，術後照護相對簡單，復原速度也快。

不過蘇維仁醫師強調，反置式人工肩關節並不是要讓肩部回到年

輕時的活動狀態，而是幫助患者恢復自理生活的基本能力，因爲

旋轉肌腱與肩關節嚴重損壞時，功能已經非常差，連舉手、梳

頭、洗頭、換衣服都有困難，手術後通常可以回到正常功能的六

七成，對許多活動量不大的老人家來說，已經可以滿足日常生活

約八九成的需求，患者的滿意度也比較高。 

「有一位七十歲的曾小姐，跌倒造成肩關節脫臼及大範圍旋轉肌

腱斷裂，關節復位後，一直無法恢復，手沒辦法抬起來梳頭或洗

頭，也不能反手扣內衣，肩功能障礙對生活造成相當程度的影

響。

經過詳細檢查評估後，建議用反置式人工肩關節手術治療，並且

也跟健保署申請通過得到全額給付」，蘇維仁醫師分享，「手術

完三個月，曾小姐的手就能上舉過肩，至今手術後一年多，她的

滿意度相當高，幾乎能回到正常活動角度的七成，也不再疼痛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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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仁醫師簡介 

現職： 

成大醫學院骨科學科主任 

成大醫院骨科部運動醫學科主任

成大醫學院骨科學科教授兼主治醫師

成功大學肌肉骨骼研究中心主任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秘書長

台灣肩肘關節醫學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關節鏡及膝關節醫學會常務理事

美國關節鏡醫學會(ANNA)會員 

臨床專長： 

運動傷害、肩、膝關節鏡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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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領域： 

運動傷害

肩、膝關節疾病 

關節鏡手術 

生物力學

學歷： 

成大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經歷： 

美國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運動醫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新樓醫院麻豆分院骨科部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骨科部住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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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痠痛真的是降血脂藥物所引起的嗎？

現職：成大醫院內科部部主任、心臟血管科主治醫師、成大醫學院內科學科教

授

專長：心臟血管疾病

日前國產新冠肺炎疫苗解盲，打0.5毫升生理食鹽水的安慰劑組受試者，有

29.7%自訴疲勞、20%出現頭痛、16.6%自認肌肉疼痛，這就是所謂的反安慰

劑效應（nocebo effect）。

成大醫院內科部部主任，同時也是成大醫學院內科學科教授的李貽恒醫師說，

「病友在臨床上，常常會接受來自各式各樣的訊息，所以，不只是接受疫苗注

2021-10-07 00:00 聯合線上 / 受訪醫師：李貽恒醫師

成大醫院內科部李貽恒主任提醒，「若有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過高，持續規則用

藥，對維持血管的穩定非常關鍵是保護心臟血管的重要治療。」  圖/李貽恒醫師提
供

讚 0 分享
,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3A%2F%2Fhealth.udn.com%2Fhealth%2Fstory%2F5977%2F5792186&display=popup&ref=plugin&src=like&kid_directed_site=0&app_id=350231215126101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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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在服用藥物、接受治療時，也時常會有刻板印象，反安慰劑效應也是很普

遍的現象。目前臨床上的治療藥物，在藥袋上，一定會加註藥物副作用，每個

人心理上，都很害怕。但副作用代表的是有一小部份的人，可能會出現相關的

症狀，但並不是『一定』會發生。千萬別把所有身體的不適，都歸咎於藥物的

使用而冒然停藥。」

舉例來說：用來治療降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 ）的史他汀類

（statins）藥物，對患有動脈硬化性心臟病的病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救命

藥物。可能發生的副作用，包括有肝功能指數的上升及肌肉痠痛。但如果未經

醫師指示，病患自行停止使用，有可能使得動脈血管斑塊不穩定而併發嚴重的

心血管事件。

有位曾爆發急性心肌梗塞的中年病人，在做完緊急心導管手術，放完心臟支架

後，順利打通阻塞的心臟冠狀動脈血管，心臟功能沒有太差，幸運恢復到跟一

般正常健康的人一模一樣，因LDL-C 高達180mg /dL，開始長期服用高強度史

他汀類藥物控制LDL-C 。該位病人主訴打網球後，右手上臂肌肉很痠痛不舒

服，懷疑是高強度史他汀類藥物的副作用。因此很堅持想停藥。事實上，在嘗

試停藥後，症狀仍沒有改善，到復健科就醫，確診是網球肘所引起的疼痛，才

又恢復降膽固醇的藥物治療。

李貽恒部主任強調，「這類病友在臨床上並不少見。降膽固醇藥物，需要一輩

子長期服用。倘若有肌肉痠痛的副作用，往往開始接受治療後一段時間內就會

發生，且比較會發生在上下肢比較大的肌肉群，像是上臂的二頭肌、大腿前側

的股四頭肌附近。若有強烈懷疑時，應該與主治醫師討論是否真的需要停藥，

同時仔細觀察停藥後是否症狀能改善？再次服用後是否又會再發生？還是只是

單純的反安慰劑效應或其他的問題所造成。」

「醫療專業人員一定要很明確的讓病友了解，LDL-C 過高，會造成膽固醇堆積

在血管壁上，一旦堆積的脂肪斑塊破裂，就會像土石流爆開，很容易一下子把

血管完全塞住。服用史他汀類藥物，就是在降低LDL-C，減低膽固醇在血管上

繼續堆積的風險。因此一旦突然停止治療後，就會暴露在相當的心血管事件風

險下。因此，持續規則用藥，減少膽固醇斑塊堆積，對維持血管的穩定非常關

鍵是保護心臟血管的重要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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