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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悶痛3天...婦拖成心臟衰竭 麻新與成大

團隊成功搶救

2021-10-12 15:42  聯合報  / 記者吳淑玲／台南即時報導

台南市62歲陳姓婦人身形微胖，有高血壓和高血脂

問題，偶會頭暈胸悶，但從不以為意。某次胸悶胸

痛加劇，仍強忍不願就醫。3天後的半夜，開始出現

喘氣和呼吸窘迫，送至本院急診，確診為急性心肌

梗塞全阻塞合併肺水腫，經緊急心導管搶救後，插

麻豆新樓醫院心臟內科醫師陳則瑋提醒胸痛勿輕忽。記者吳淑玲／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TA2NjM=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F%83%E8%82%8C%E6%A2%97%E5%A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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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轉往加護病房照顧，一周後順利出院；但因延誤

就醫造成心臟衰竭，仍需藥物和復健持續治療，並

且調整飲食與生活模式。

麻豆新樓醫院心臟內科醫師陳則瑋表示，該個案半

夜送達時情況危急，研判已心肌梗塞多時造成急性

心臟衰竭，急診團隊先於第一時間穩定生命徵象，

心導管室團隊也盡快就定位，隨即迅速打通血管後

進入加護病房接續治療，終於逆轉病情，成功完成

搶救。

陳則瑋指出，急性冠心症大致分為心肌梗塞與不穩

定心絞痛，多數是由冠狀動脈中的脂肪斑塊破裂和

血栓造成，可想像成有如土石流崩塌造成道路坍方

致使交通受阻。急性冠心症依心臟衰竭程度不同而

有不同死亡率，平均每10位病人將有一位可能早期

死亡，隨著嚴重程度增加，死亡率也會攀升，情況

不比癌症輕，若能盡早透過心導管治療將受限血管

暢通再灌流，則可有效降低死亡風險。

麻新醫院與成大醫院合作提供心導管室全年24小時

全天候治療照護，陳則瑋是成大醫院進駐麻豆新樓

醫院心臟科的新生力，個人參與心導管團隊就達2千

人，他提醒民眾平時可以自我檢視，典型心絞痛在

胸口處，會有如大石壓胸一般，悶痛難耐、活動時

疼痛加劇，休息即可緩解；若發現胸痛頻繁加劇、

胸悶不止、呼吸急促、虛脫無力，或胸痛轉移至左

臂與下巴，並合併有冒冷汗等情形，都是不可輕忽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E9%86%AB%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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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症狀，應盡速就醫，爭取搶救黃金時間，以免造

成不可逆的傷害，甚至猝死等遺憾發生。

近來因新冠肺炎疫苗施打，民眾擔心發生嚴重後遺

症心肌炎，陳則瑋說，門診幾乎天天有民眾諮詢，

但疫苗造成的心肌炎是無法預測的，就像中樂透一

樣是機率問題，但機率非常低，施打疫苗後2周要密

切觀察，若有暈眩等強烈不舒服感要提早就醫。

麻豆新樓醫院心臟內科醫師陳則瑋提醒胸痛勿輕忽。記者吳

淑玲／攝影

麻豆新樓醫院心臟內科醫師陳則瑋提醒胸痛勿輕忽。記者吳

淑玲／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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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豆新樓醫院心臟內科醫師陳則瑋提醒胸痛勿輕忽。記者吳

淑玲／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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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聯發科、鴻海掀搶人大戰！「台

清交成」設半導體學院 能解決人才荒？

2021-10-13 12:49  聯合新聞網 / 今周刊

【文 / 譚偉晟、王子承】

「積星太空站求才！」斗大標語搭配造型吸睛的火

箭車，這是今年台積電的徵才新策畫，除了在「台

清大提供

https://udn.com/author/articles/1015/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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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交成」4所頂尖大學招募外，還以行動徵才車走遍

5所中字輩大學（中山、中正、中央、中興、中原）

與3所科大等多所學校。有別於公司發展的低調耕

耘， 台積電 在招募人才的 行 動 上 ，比往年加倍高

調。

這背後，是台積電史上最大的招募計畫，預計今年

要招募8千人。然而，要搶人的不只有台積電，晶片

設計龍頭聯發科同樣也在今年擴大招募兩千人，更

祭出「限時報到獎金」的誘因加大搶人力道。而這

些半導體龍頭業者的目標，幾乎都鎖定在高階工程

師人才上。

「工程師的需求量，遠遠大於作業員。」觀察半導

體業人才需求的現況，104獵才招聘事業群資深副

總經理晉麗明分析，以產業分工的特性來看，半導

體中 上游的設計與製造對高階人才的需求更高，

「今年IC設計搶人才，比往年更加激烈。」

人力銀行揭供需真相

產官學籌組學院 從教育扎根

根據104人力銀行的《半導體人才白皮書》，今年

第2季平均每月人才缺口達到2.77萬人，這是5年來

規模最大的人才缺口，其中又以工程師的搶手程度

最為火熱。104人力銀行資料也顯示，今年第3季的

工程師季平均缺額已達1萬7千多人，比去年同期成

長了46.4％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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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麗明透露，104人力銀行過往多用來徵求「百萬

年薪以上」的中高階主管「獵才服務」，去年來逐

漸被使用在招募一般工程師上。他指出，過去科技

業招募多以校園為主，如今大量使用獵才服務，足

見「人才缺到緊張的程度。」

「這1年來，確實找人是滿挑戰的。」談起招募難

題，晶片廠神盾副董事長喻銘鐸很有感觸。在半導

體產業需求大好的同時，科技業卻陷入人才供不應

求的狀況，「今年有很多應徵者，手邊都有5到6家

公司同時在找。人才供給變少是長期現象，但去年

以來更趨明顯。」

為了搶人，半導體公司各顯神通。早在今年5月，群

聯電 子董事長潘健成就親上直播喊話徵才，據了

解，他在第1季還親自跑了10多所學校求才。群聯

電子市場暨專案企畫室經理呂國鼎表示，隨著中南

部的半導體聚落逐漸發展成形，「南部學生北上就

業的意願漸低，於是我們也規畫到南部設立研發中

心，讓成功大學、中山大學等學生可在地上班。」

幾番努力後，終於補足今年所需人力。

但不論如何搶人，整體人才的供給仍是不夠，這也

讓產官學界開始把重心放在教育上。今年5月，《國

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在立法

院3讀通過，「培育高階科學技術人才」的這句立法

宗旨，顯然對接當前半導體業者面臨的工程師人才

荒，而「台清交成」4所國立大學相關學院，經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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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準備，目前也已經完成政府審查，正式進入招生

階段。

「技術領袖人才是很重要的，但產業界也希望學校

能培養出高階人才。」陽明交通大學副校長暨電機

學院院長唐震寰的說法，呼應業界現實與新法立法

宗旨，那麼， 為了長遠解決半導體高階人才的困

境，目前4所學院有哪些新作法？又會各自端出哪些

規畫？

教授也有KPI

研究影響力 比產出論文重要

師資，是各校幾乎都有提及的最大差異之處。台灣

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闕志達表示，以往受限於講師

費用與業界待遇落差過大、難以招募業界學者等狀

況， 在 新法賦予的彈性空間下 ，將有機會改善。

「現在可以運用來自業者支持的經費，爭取國內外

講座教授講課。」他提到，國際教授的薪資幾乎是

國內水準的10倍以上，傳統大學在過往規範下難以

負荷。

闕志達以台灣大學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為例，該學院

與台積電、聯發科、力積電、鈺創四家企業合作，1

億元的計畫資金就能作為與國際學者討論10年合作

的有利基礎，「學院也能用類似私人企業的方式，

建立單一窗口，讓教授與產業有更緊密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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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半導體學院院長林本堅也提到，新制度更

有利於讓國外知名學者來台講課，「引進一些外面

的思考。」而唐震寰進一步解釋，引進外師的另一

項貢獻，是在國際學者來台的這段授課時間，同時

也有機會帶領學院的研究團隊在研發上有突破性進

展，「這會帶動優質的合作計畫。」

除了引進國際重量級師資外，部分學院也打算透過

教授升等機制的改變，引導教授的研究題目能更貼

近產業所需。唐震寰表示，過去學校比較尊重老師

的研究題目選擇，「但在陽明交通大學產學創新研

究學院， 我 們強調多元化升等。」簡言之，就是

「微調升等KPI（關鍵績效指標）」，加入「研究項

目對產業界影響力」的評估，取代過往以學術論文

發表為主的評量方式。

深化與企業合作

跨域學習環境 減少產學落差

在學程規畫方面，目前4校皆從元件、設計、製程、

材料等半導體4大領域規畫，甚至延伸出重點學程。

除了與當前業界所需的項目更加契合外，目前各學

院對具有前瞻性的先進科學研究也未偏廢。

以台灣大學為例，闕志達提到透過跨領域師資的整

合，會有更專注在基礎科學的奈米工程學程，「往

奈米級、埃米級去走，會牽涉到更多電磁學、結構

力學、熱學上的問題，這都需要跨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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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積電副總經理譚仲民進一步說明，相較於企業的

獲利責任，「學院更適合探索性的前瞻研究。」他

也提到，過去學校實驗室難以負擔的半導體設備，

也能透過新的學院讓業界得以釋出設備與人力，去

協助學者在前瞻研究之所需。

至於位於台南的成功大學，則以同時有非半導體廠

商合作的優勢，設立智能與永續製造學程。「像是

李長榮化工也開始轉型，探索如何透過人工智慧串

聯不同面向的產業，去做到碳中和。」成功大學副

校長蘇芳慶指出，半導體聚焦的能源問題，如今也

成為多個產業關注的焦點，「為了永續製造與環境

所需的碳中和，在做前瞻研究的同時，也需要有跨

域的整合。」

目前4所頂尖大學已緊鑼密鼓規畫「半導體學院」，

預計每年都要招生逾百位碩博士生。闕志達透露，

現階段招生情況頗為踴躍，「台大已收到2、3百位

的報名。」林本堅則看好優秀師生集結的正循環，

「第1年，我們要吸引到很好的學生，老師陣容也要

很強，這樣1年後就會愈來愈好。」這項創新半導體

學院計畫，將有機會讓台灣成為國際關鍵的半導體

研究學術重鎮。

更多內容，請參閱最新一期《今周刊》(第1295期)

閱讀更多文章，歡迎加入今周刊粉絲團&LINE

https://bit.ly/3AB5yGz


2021/10/13 下午1:16 台積電、聯發科、鴻海掀搶人大戰！「台清交成」設半導體學院 能解決人才荒？ | 雜誌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6839/5813238 7/12



2021/10/13 上午9:10 北市6公園試辦「盪鞦韆限3分鐘」、成大教授：這是把孩子變成無聊機器人的第一步｜太報 Tai Sounds

https://www.taisounds.com/Taiwan/Local/Taipei-Newtaipei-Keelung/uid5357249991 1/2

北市6公園試辦「盪鞦韆限3分鐘」、成大教
授：這是把孩子變成無聊機器人的第一步
更新2021/10/12 11:06  發布2021/10/12 10:36  作者／ 張佩雯

台北市政府為了解決假日公園盪鞦韆經常有小朋友爭搶「一位難求」的問題，10

月9日起選定大安森林、青年、南港、前港、碧湖公園、花博公園美術園區等6個

公園遊戲場，試辦在假日人多時間「友善限時分享」，輔導小朋友排隊並按壓

「3分鐘計時器」，試辦方案一出，引發熱烈討論。

盪鞦韆設3分鐘限時器、家長正反意見兩極
北市府工務局公園處表示，遊戲場盪鞦韆是小朋友們喜歡且最熱門的遊具設施，

假日常常會有小朋友排隊遊玩的情形，甚至有些孩子們玩到不肯下來。為了孩子

們都有玩到盪鞦韆的機會，領會遊戲中「分享」的精神，因此設置3分鐘的計時

器，希望孩子們養成排隊輪流玩的習慣。公園處說，若公園盪鞦韆限時遊玩試辦

成效良好，將評估擴大推行實施。

這項試辦方案，引發家長正反兩方的討論，支持的家長認為：「真的很需要，常

常去就看家長讓小孩盪鞦韆超久都不下來的，後面排一堆人」、「很好，輪流使

用，順便可以教小孩排隊和分享」、「贊成，有些人真的超自私，害得排他們後

面的家長每個都只敢盪50下就匆匆換人。」

不過，也有家長認為：「不是覺得公園太少，而是覺得小孩玩太久？」、「這根

本是在逃避問題，根本的問題是盪鞦韆不夠，台北市政府應該要廣設盪鞦韆，讓

所有小朋友都能自由選擇想要玩的盪鞦韆啊！」還有人反譏：「溜滑梯、搖搖

馬、沙坑也有人玩很久，連公園阿伯下棋也是，要不要都裝計時器？」

成大教授李忠憲：應在遊戲中讓小朋友學習如何化解衝突

對此，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李忠憲12日在臉書發文表示：「台北市小朋友盪鞦韆

設定3分鐘的新聞，一開始我還以為是開玩笑的假新聞，後來發現竟然是真

的。」

生活-親子 地方新聞-北北基

台北市政府在6公園試辦盪鞦韆3分鐘計時器，引發熱議。（圖片來源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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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談到，「那些把世界劃成3分鐘的大人，教小朋友遵守秩序，是把他們變成無

聊機器人的第一步。」小朋友本來就是要讓他們學習衝突，了解世界的真相與錯

誤，而不是把他們訓練成一個3分鐘輪流替換的生產線工人。

李忠憲並分享他某次到歐洲參加會議時，利用空檔時間帶孩子到法國一處公園玩

沙，過程中孩子們竟和法國小孩吵了起來，兩邊用不同的語言來罵對方，雙方都

不了解什麼意思。他說：「不管是台灣或法國的家長都在旁邊冷眼觀看，沒有人

笨到去介入這場她們這場人生精彩的戲劇表演。這樣才是教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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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良澤是最早從事台灣文學研究的學者，也是台灣文學文獻資料收藏最為豐富的收藏家，早在1961
年他考入成功大學中文系，就訪問鍾理和遺孀，並開始整理鍾理和遺稿，計畫於《成大青年》刊出
〈鍾理和紀念專刊〉起，他幾乎日日與台灣文學資料、文獻為伍，至今六十年，無怨無悔，不改其
樂，並且對台灣文學史料的保存、研究與發揚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說他是「台灣文學的守護者」，一
點也不為過。

1965年張良澤從成大畢業，入伍服役，次年夏天退伍後，就前往日本。1967年進入日本關西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深造，指導教授增田涉是魯迅的得意門生，也因此大開眼界，閱讀了不少當時國內列
為禁書的魯迅作品、以及當時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政情；同時，他也接觸到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出版的的
《臺灣青年》雜誌，使他的「中國大夢」因此有了改變，透過這本小雜誌，他了解到家鄉台灣的歷史
和國民黨威權的白色恐怖統治。

張良澤在筑波大學除了教中文課之外，也開設臺灣文學課程，這是日本各大學最早開設的台灣領域課
程；他在日本宣揚台灣文學不遺餘力，日本國立國文資料館發表論文〈戰前臺灣的日本文學〉，都是
日本學界首見戰後台灣文學的壯舉。張良澤對台灣文學的貢獻至多，早在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前就
已開始，他整理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家的作品，如鹽分地帶作家吳新榮的《吳新榮全集》、《吳新榮日
記全集》，以及《鍾理和全集》、《吳濁流全集》、《王詩琅全集》等，也翻譯了吳濁流的《亞細亞
的孤兒》、新垣宏一的《華麗島歲月》。都讓台灣社會重新認識日治年代台灣作家，了解台灣文的可
貴。

在台灣文學的研究與推動上，他更是火車頭，帶動台灣文學的啟動，做了很多首開風氣的事，史料收
藏是其一，他讓許多台灣作家信任他，願意把手稿與信件供他收藏，成就「台灣文學資料館」的館
藏，有功於台灣文學研究。在教學與傳播上，他開啟國內大學第一個台灣文學系的創立，刺激其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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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文學系所的次第成立；他創辦《台灣文學評論》雜誌，為文學傳播竭盡心力。他是台灣文學的守護
者，也是台灣研究的領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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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樹木遭斷根灌水泥校方震怒 包商挖除

水泥設護網

2021-10-12 17:51  聯合報  / 記者鄭惠仁／台南即時報導

成大將在台南市敬業校區蓋老人醫院，包商在國慶

連假前進行圍籬設置，並移植部分樹木，卻出現行

道樹遭斷根及在旁灌上混凝土， 可 能危及樹木生

長，護樹團體要求包商依規範處理行道樹，成大也

強烈要求改善。連日來施工廠商已將混凝土挖除，

成 大將改老人醫院，承包商搭建圍籬，卻挖斷樹根並灌水泥，危及樹木生

長。記者鄭惠仁／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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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設護網保護樹幹，並強調施工期間會依規定護

樹。

成大敬業校區位於東豐路、林森路口處的網球場即

將興建老人醫院，因施工安全需求，營造業者將把

屬於成大校地約5公尺的退縮地設置安全圍籬，除移

植部分樹木，另灌漿以搭建鐵製圍籬，卻出現部分

行道樹樹根遭挖斷，旁側灌水泥，可能影響樹木生

長的狀況。

台南社大研究員晁瑞光，認為這樣的施工方式對樹

木不夠友善，況且老人醫院施工就要好幾年，樹根

遭混凝土包住，勢必影響生長，甚至會枯死。要求

廠商施工時能顧及樹木的棲地環境，不要害了這些

行道樹。

經本報報導後，成大立即要求廠商改善，連日來廠

商已將會影響樹木生長的混凝土挖除，除了重新整

理細根，並換土、施肥，改善棲地，樹幹也套上護

網保護，廠商表示，護網內還會放置防碰撞的發泡

性軟質物體，確實保護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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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已將樹旁的混凝土挖除，除改善棲地土壤並設護網 ，

保護樹木。記者鄭惠仁／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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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端智慧奈米曝氣系統 台南運河減少

四成死魚

2021-10-13 12:26  聯合報  / 記者吳姿賢／台北即時報導

許多河川因溶氧不足屢出現死魚現象，為提升水中

溶氧及友善生態環境，環保署補助台南市政府辦理

缺氧河段增氧試驗計畫，採用工研院奈米級氣泡曝

氣機及成大水工所增氧設施，結合智慧連控及即時

台南市運河曝氣情形。圖／環保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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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提高河川溶氧及作為魚庇設施，提供良好水

域環境，試驗結果發現減少四成死魚量。

環保署今天透過實體模場及線上實場連線方式展示

河川水質改善成果，除於現場展示奈米級增氧機模

組，並視訊連線說明台南運河增氧系統現場運作情

形， 自 動偵測水體溶氧低於 2 mg /L 時啟動曝氣設

施，當溶氧提升至6.5 mg /L時自動關閉減少能耗，

透過智慧自動化裝置即時改善低溶氧水體，強化水

質自淨能力，未來將持續推動於低溶氧河段。

環保署水保處長顏旭明表示，台南運河、三爺溪有

部分河段處於低溶氧狀態，其中台南運河於新臨安

橋與金華橋間運河「盲段」，受兩側海水漲潮影

響，水體流動性差，水質不佳，歷年溶氧偏低，有

時候會造成死魚事件發生，受季節、氣溫及藻類活

動等因素影響，夜間溶氧有時會低於2 mg /L，不利

魚類生存，分析可能為河川中藻類於夜間進行呼吸

作用所致。

環保署與台南市政府合作試驗計畫，購置30台曝氣

機分區運轉，提高台南運河低溶氧河段水中含氧

量，活化水體生態環境，改善河川水質。台南運河

於增氧試驗期間，較設置前減少約40%的死魚數

量，因為曝氣時會吸引魚群聚集，提供水域生物良

好棲息及魚庇環境。

工研院奈米氣泡曝氣機主要透過液相流體及氣相介

質之流量調配，在特定壓力下撞擊融合產生細氣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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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水體中，因具有停留時間較長且氣泡接觸面積

較大等優勢，可快速提升並穩定水體含氧量。成大

水工所曝氣機採用泵浦葉片和鼓風機葉片複合設

計，鼓風機吸入空氣和泵浦抽河川深處水送入充分

混合，經噴嘴噴出 ，達到輸送微細氣泡水流的功

能，可有效供給水體的含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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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增氧試驗 30台奈米曝氧機讓台南運河死魚少4成

左為曝氣後的自來水，水體中佈滿細小氣泡；右為一般自來水。（記者羅綺攝）

2021/10/13 13:19

〔記者羅綺／台北報導〕天氣炎熱時，不時會發生河川魚群因溶氧量降低而大量死亡，造成河川汙

染。環保署為了改善水體環境，在台南運河的缺氧河段試辦「增氧試驗」計畫，採用工研院奈米級氣

泡曝氣機及成大水工所增氧設施，結合智慧連控及即時監測，當水體溶氧低於每公升2毫克時，便會

自動啟動曝氣設施；計畫實施3個月以來，河川死魚情況已較去年同期減少4成。

環保署水保處長顏旭明表示，環保署推動各項河川污染管制與整治措施，藉由設置水質改善及資源化

設施，逐步展現改善成效，河川嚴重污染長度比例由2002年14%降至2020年3.3%。但部分河段因地

理特性或氣候因素，導致溶氧量較低，進而出現魚群死亡的狀況。為了減少這種現象發生，環保署與

工研院及成大水工所合作，在時常缺氧的河段設置曝氣機，強化河川自淨能力，也成為魚庇設施。

環保署在台南運河新臨安橋與金華橋間水體流動性差的「盲段」，以及三爺溪的五空橋和永寧橋，共

設置30台曝氣機分區運轉，當溶氧量低於不利魚類生存的每公升2毫克時，就會自動啟動增氧；而溶

氧提升至每公升6.5毫克時，就會自動關閉減少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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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水保處簡任技正邱國書表示，水中的藻類白天行光合作用，會產生氧氣，但晚上行呼吸作用，

卻會耗氧，因此魚類死亡大多發生在晚上9點到早上9點。另外，每年3月到8月容易由連續高溫，會導

致水體的飽和溶氧量下降，是魚群死亡的高峰期。

邱國書指出，這次環保署與工研院及成大合作採用奈米級氣泡曝氣機，最特別之處在於氣泡十分細

小，「通常魚塭泵浦打入水中的氣泡很大顆」，氣泡直徑越小，上升速度就越慢，停留在水中的時間

越長。

台南水利局副局長詹益欽表示，台南運河是當地很夯的景點，但過去污水在運河盲斷不易消解，溶氧

不容易溶進水裡面，導致死魚、惡臭，如今使用曝氧機增加水中溶氧，魚類死亡情形已較去年同期大

幅減少40%，再加上智慧連控系統，能夠自動監測甚至遠端遙控，解決清晨人工巡視運河的困難。

邱國書說，未來將視曝氣增氧成效，持續推廣及作為縣市改善低溶氧河段評估參考；如可有效結合智

慧連控功能，可推廣應用於廢污水處理、養殖漁業、甚至寵物洗澡等。

台南市運河曝氣情形。（環保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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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水保處長顏旭明展示智慧連控曝氣系統。（環保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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