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26 上午9:55 單一專業無法應對變化 賴清德籲大學培育T型人才 | 大學研究所 | 文教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6898/5916527?from=udn-catelistnews_ch2 1/10

單一專業無法應對變化 賴清德籲大學培育

T型人才

2021-11-25 15:12  聯合報  / 記者潘乃欣／台北即時報導

賴清德任副總統後首度公開談人才議題，他今天下

午以校友身分出席成功大學90周年校慶論壇，指台

灣教育聚焦單一專業的Ｉ型人才培育，但隨科技發

展，氣候變遷、傳染病變化莫測，10年後全球約10

副總統賴清德（右）今天 出席成 大校慶論壇，與成 大校長蘇慧貞（左）合

影。記者潘乃欣／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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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個工作受影響、甚至被科技取代，將來需要的是

具備思考全局、與他人合作、能創新的Ｔ型人才。

賴清德引述世界經濟論壇報告，目前所要求的工作

技能中，明年就有四成二受影響。國際局勢不斷變

化，地緣政治漸趨複雜，氣候變遷也愈來愈嚴峻，

如果只注重單一面向，也就是培養只強調縱深的

「Ｉ型人才」，沒有辦法應付這樣的變局。成大進

一步解釋，「Ｔ」由橫線和豎線組成，代表兼具深

度與綜觀全局的能力。

今天論壇主持人王文華幽默分享，賴清德在就讀成

大醫學系實習期間值大夜班，曾邀約同樣值大夜班

的同儕，輪流去買成大附近有名的蔥餅，在破曉時

分一起吃，暖胃也暖心，可說是在大學期間就展現

「擅於合作」等Ｔ型人才能力。賴清德兼具醫學和

從政等專長，確實是標準Ｔ型人才。

多名學者呼籲大專校院致力培育Ｔ型人才，清華大

學講座教授彭宗平強調「導師制度」是培育此類人

才的基石，建議各校系為學生安排來自各領域的業

界導師，讓學生能夠近距離學習。旅美逾一甲子的

麻省理工學院（MIT）電機工程與資訊科學系講座

教授舒維都也說，為師者樹立典範很重要，學生的

典範應兼具啟發、願意教導、做中學等特質。

彭宗平另提到，國內少子化成定局，前段大學將逐

漸感受學生資質不如前，但他們的能力要達前人的

2、3倍，才有辦法應付快速變化的全球環境。當前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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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應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以及與團隊合作激發

出創意的能力，才能為下一代人才打造指數型的效

益。

前科技部長陳良基認為Ｔ型人才還要具備同理心。

畢業於成大的廣達電腦技術長張嘉淵進一步分享，

慶幸自己在 大學期間養成同理心 、同情心 、 好奇

心，這些「人」的本質，正是企業所重視的。彭宗

平鼓勵學生多參與國際志工、社會服務，從中明白

自己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知道自己能做的貢獻為

何。

賴清德表示，成大正是國內適合培育Ｔ型人才的學

府，舉例來說，蔡英文總統曾希望大學成立半導體

學院，成大在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

新條例通過後，率先掛牌；因應人口老化，成大宣

布要成立老人專門醫院；政府宣示2050年淨零轉型

目標，成大創全國之先成立「捕捉碳示範工廠」。

賴清德還說，成大精神就是台灣精神，因為成大重

視大學社會責任，也率先把聯合國SDGs融入教育。

成大教師在各領域都有好表現，好的師資是培育Ｔ

型人才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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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大學應培育能創新的T型人才

2021-11-26 00:32  聯合報  / 記者潘乃欣／台北報導

賴清德任副總統後首度公開談人才議題，他昨以校

友身分出席成大九十周年校慶論壇，指台灣教育聚

焦單一專業的Ｉ型人才培育，但隨科技發展，氣候

變遷、傳染病變化莫測，十年後全球約十億個工作

受影響、甚至被科技取代，將來需要的是具備思考

全局、與他人合作、能創新的Ｔ型人才。

賴清德引述世界經濟論壇報告，目前所要求的工作

技能中，明年就有四成二受影響。但國際局勢不斷

變化，地緣政治漸趨複雜，氣候變遷也愈嚴峻，若

只注重培養強調縱深的「Ｉ型人才」，沒有辦法應

付這樣的變局。成大進一步解釋，「Ｔ」由橫線和

豎線組成，代表兼具深度與綜觀全局的能力。

多名學者呼籲大專校院致力培育Ｔ型人才，清大講

座教授彭宗平強調「導師制度」是培育此類人才的

基石，建議各校系為學生安排來自各領域的業界導

師，讓學生近距離學習。

彭宗平另提到，國內少子化成定局，前段大學將逐

漸感受學生資質不如前；當前教育應培養學生的學

習能力以及與團隊合作激發出創意能力，才能為下

一代人才打造指數型效益。

前科技部長陳良基認為Ｔ型人才還要具備同理心。

彭宗平則鼓勵學生多參與國際志工、社會服務，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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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白自己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知道自己能做的

貢獻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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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90週年宣告培育T型人才 賴清德：成大精神就是台灣精神

成大90週年舉辦高峰論壇，宣告致力培育T型人才。（成大提供）

2021/11/25 19:34

〔記者林曉雲／台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今年創校90周年，今天舉辦「T型人才．世界樞紐跨界」高

峰論壇，成大校友、副總統賴清德出席致詞表示，面對各種變化，傳染病變化莫測，氣候愈變愈嚴

峻，地緣政治愈變愈複雜，注重單一面向的I型人才已無法應付變局，需要的是能思考全局和同儕合作

之T型人才。

校方說明，「T」由橫線和豎線構成，代表專業認知的深度與綜觀全局的能力，「T」型人才不僅是兼

具專業與合作能力的「Talent」，更是代表社會的「Tomorrow」，是未來「Taiwan」需要的人才，由

地處「Tainan」世界級的成功大學扮演關鍵樞紐、培育更多具備國際視野的未來人才。

賴清德表示，成大與各方合作打造台灣百年風華，台灣雖欠缺天然資源，但好在多年來重視教育、培

養許多人才，不過多重視的是培養縱向單一技術I型人才，依世界經濟論壇報告預估，42％工作會受AI

影響，10億個工作會受衝擊消失，全球面對各種變化，傳染病變化莫測，氣候愈變愈嚴峻，地緣政治

愈變愈複雜，注重單一面向的I型人才已無法應付變局，需要的是能思考全局和同儕合作之T型人才。

賴清德也表示，「成大精神就是台灣精神」，成大自創校以來即重視社會責任，現在更將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融入辦學理念中，成大就是發展T型人才最好的學府，例如第一個掛牌成立半導體學院的大

學就是成大；因應人口老化，成大要興建全國首座老人醫院；因應氣候變遷，成大亦率全國之先，成

立首座負碳排示範工廠，以2050年淨零碳排之轉型為目標。

成大校長蘇慧貞致詞以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通才」為例，在人類社會經歷憂患之後，開起了新的璀

璨年代，反觀現在，人類也正面臨氣候變遷、貧富差距、健康不平等的狀況，作為一所大學除了培育

專才外，還需要培育「全面的跨域知識跟整合能力，兼具智、識的廣度與深度，願意凝視周遭群體、

攜手合作、與世界共好的T型人才」。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11/25/3748532_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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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90週年舉辦高峰論壇，宣告致力培育T型人才，成大校友、副總統賴清德表示，成大精神就是台灣精
神。（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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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說，「未來在基本能力上面，他們（學生）至少需
要全面性地，對於增加對數據科學的理解，對人工智慧的掌握，但是更重要
的是，在一個核心價值跟素養上面，他們必須要更勇敢地更大規模地，承擔
世界共好的一種責任，我覺得這個是跟國際接軌，非常非常迫切，而且非常
不可或缺的元素，這一次的論壇，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面，我們希望能夠對過
去，對台灣社會產業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前輩們致敬，同時也希望透過這
樣子的，省思跟分析和檢討，邀請各界一起來為下一個，能夠感動世代的人
材的產生，一起努力。」

成大90周年　辦跨界高峰論壇培育「T型人才」

位在台南的成功大學，為了歡慶90周年校慶，特別與兩大知名雜誌聯手，舉
辦跨界高峰論壇，希望能打造產、官、學、研的交流平台，讓各界領袖交
流，聚焦在培育具有國際視野的未來人才，打造未來有深度、能綜觀全局的
「T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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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的論壇當中，成大邀請到了包括副總統賴清德等，共10位重量級的各
界傑出領袖交流，成大希望透過這次的活動，聚焦在培育具有國際視野的
「T型人材」，其中T是橫線與豎線組成，代表的是具有深度與綜觀全局的能
力，也是代表了能力、明天、與台灣的意思，成大表示，希望能扮演關鍵樞
紐，為台灣培育更多未來人才。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2021/11/26 上午9:45 成功大學 90週年 舉辦T型人才‧世界樞紐 跨界高峰論壇 | 產學研訓 | 商情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3/5917475 1/6

經濟日報  商情  產學研訓

成功大學 90週年 舉辦T型人才‧世界樞紐 跨界高峰論壇

成大歡慶90週年，於今(25)日舉辦「T型人才‧世界樞紐」跨界高峰論壇，與會貴賓合影，圖片由

(左至右)彭宗平、張嘉淵、陳良基、蘇慧貞、賴清德、李吉仁、楊瑪利、吳庭安、張良伊。天下文

化/提供

本文共1236字

2021/11/25 22:00

經濟日報 鄭芝珊

2021世界大學影響力(THE)台灣排名第一的成功大學於今年歡慶90週年，與遠見‧天下

文化攜手合作，於今(25)日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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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並由知名作家王文華擔任主持

人。

成大校長蘇慧貞在現場致詞時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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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0

https://money.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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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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身為成大校友為榮的賴清德副總統今天也特別出席論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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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宗平教授則提到天下文化曾出版兩種探討高等

教育意義的書籍—《學術這一行》、《大學教了沒》讓從事教學及大學行政工作的他深

受啟發，他鼓勵教育工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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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由《遠見》雜誌社長楊瑪利與春池玻璃研發長吳庭安、Plan b 資深合夥人張良伊

探討如何培養國際人才，吳庭安表示成大有非常多優秀的學長姐，很感激能站在巨人肩

膀上看世界。他認為T型人才需先有I的深度專業才能站穩、再縱向合作尋求更多發展。

張良伊走訪世界，他認為後疫情時代，需要更有勇氣的選擇，為了更好、更理想的生活

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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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90週年舉辦高峰論壇，宣告致力培育T型人才，成大校長蘇慧貞(左)致贈禮物給成大校友、副

總統賴清德。天下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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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90週年舉辦T型人才‧世界樞紐 跨界高峰論
壇

1小時前

成大歡慶90週年，於25日舉辦「T型人才‧世界樞紐」跨界高峰論壇，與會貴賓合影，圖片由左至右彭宗平、
張嘉淵、陳良基、蘇慧貞、賴清德、李吉仁、楊瑪利、吳庭安、張良伊。

【工商消息】本文由天下文化提供

2021世界大學影響力(THE)台灣排名第一的成功大學於今年歡慶90週年，與遠見‧

天下文化攜手合作，於今(25)日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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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並由知名作家王

文華擔任主持人。

成大校長蘇慧貞在現場致詞時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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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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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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身為成大校友為榮的賴清德副總統今天也特別出席論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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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宗平教授則提到天

下文化曾出版兩種探討高等教育意義的書籍—《學術這一行》、《大學教了沒》讓

從事教學及大學行政工作的他深受啟發，他鼓勵教育工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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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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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遠見》雜誌社長楊瑪利與春池玻璃研發長吳庭安、Plan b 資深合夥人

張良伊探討如何培養國際人才，吳庭安表示成大有非常多優秀的學長姐，很感激能

站在巨人肩膀上看世界。他認為T型人才需先有I的深度專業才能站穩、再縱向合作

尋求更多發展。張良伊走訪世界，他認為後疫情時代，需要更有勇氣的選擇，為了

更好、更理想的生活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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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90週年舉辦T型人才‧世界樞紐 跨界高峰
論壇今登場

大成報／ 2021.11.25 21:30

（台北訊）2021世界大學影響力(THE)台灣排名第一的成功大學於今年歡慶90週年，與

遠見‧天下文化攜手合作，於今(25)日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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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並由知名作家王文華

擔任主持人。  

 

成大校長蘇慧貞在現場致詞時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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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身為成大校友為榮的賴清德副總統今天也特別出席論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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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n.yam.com/
https://n.yam.com/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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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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宗平教授則提到天下文化曾出版兩種探討高

等教育意義的書籍—《學術這一行》、《大學教了沒》讓從事教學及大學行政工作的

他深受啟發，他鼓勵教育工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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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由《遠見》雜誌社長楊瑪利與春池玻璃研發長吳庭安、Plan b 資深合夥人張良

伊探討如何培養國際人才，吳庭安表示成大有非常多優秀的學長姐，很感激能站在巨人

肩膀上看世界。他認為T型人才需先有I的深度專業才能站穩、再縱向合作尋求更多發

展。張良伊走訪世界，他認為後疫情時代，需要更有勇氣的選擇，為了更好、更理想的

生活付出。  

圖說一：成大歡慶90週年，於25日舉辦「T型人才‧世界樞紐」跨界高峰論壇，與會貴

賓合影，圖片由左至右彭宗平、張嘉淵、陳良基、蘇慧貞、賴清德、李吉仁、楊瑪利、

吳庭安、張良伊。照片提供(天下文化) 

圖說二：成大90週年舉辦高峰論壇，宣告致力培育T型人才，成大校長蘇慧貞致贈禮物

給成大校友、副總統賴清德。照片提供(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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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90週年舉辦 T型人才‧世界樞紐 跨界高峰論
壇

2021-11-25・旺報-綜合報導

面對後疫情時代 賴清德副總統等10位重量級跨世代領袖交

2021世界大學影響力(THE)台灣排名第一的成功大學於今年歡慶90週年，與遠見‧天下文化攜手合

作，於今(25)日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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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並由知名作家王文華擔任主持人。

成大校長蘇慧貞在現場致詞時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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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身為成大校友為榮的賴清德副總統今天也特別出席論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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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歡慶90週年，於25日舉辦「T型人才‧世界樞紐」跨界高峰論壇，與會貴賓合影，圖片由左至右彭宗平、張嘉淵、
陳良基、蘇慧貞、賴清德、李吉仁、楊瑪利、吳庭安、張良伊。照片提供 天下文化

旺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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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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90週年舉辦高峰論壇，宣告致力培育T型人才，成大校長蘇慧貞致贈禮物給成大校友、副總統賴清德。照片提供
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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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教授則提到天下文化曾出版兩種探討高等教育意義的書籍—《學術這一行》、《大學教了沒》讓

從事教學及大學行政工作的他深受啟發，他鼓勵教育工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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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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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遠見》雜誌社長楊瑪利與春池玻璃研發長吳庭安、Plan b 資深合夥人張良伊探討如何培

養國際人才，吳庭安表示成大有非常多優秀的學長姐，很感激能站在巨人肩膀上看世界。他認為T

型人才需先有I的深度專業才能站穩、再縱向合作尋求更多發展。張良伊走訪世界，他認為後疫情

時代，需要更有勇氣的選擇，為了更好、更理想的生活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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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台灣要培育更多思考全局、具備創新能力的T型人才。總統府提供 

賴清德：台灣要培育更多思考全局、具備創新能力的T型人才
中時 曾薏蘋17:16 2021/11/25

副總統賴清德今出席「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T型人才．世界樞紐跨界高峰論壇」時表示，國際

局勢不斷變化，人才培育的廣度與深度至關重要，台灣需要培養能夠思考全局、與同儕合作，以

及具備創新能力的「T型人才」，他也期待成大未來培育出許多更優秀的人才，也在國家發展上

肩負起重要的責任。

副總統出席成大在台北舉行的論壇致詞時表示，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參加他的母校—成功大學所舉

辦的「T型人才．世界樞紐跨界高峰論壇」，他肯定及感謝成大蘇慧貞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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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前瞻探索成大

的未來。

他說，成大90年來春風化雨，為國家社會培育了無數英才，在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等各領域

貢獻社會，並與其他國家人才共同合作，打造台灣百年的風華，他也以身為成大人為榮。

副總統提到，台灣雖然欠缺天然資源，但台灣多年來非常重視教育，培養了許多的人才。一般談

到人才時，會比較傾向專精在單一領域的專家，也就是所謂的「I型人才」。然而，世界經濟論壇

預估，在2022年，目前要求的工作技能中，42％將會受到影響而有所調整；而在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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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狀況之下，可以看出人才培育的廣

度與深度至關重要。

賴清德指出，國際局勢不斷變化，科技越來越進步，傳染病越來越變化莫測，氣候變遷越來越嚴

竣，地緣政治越來越複雜，如果只注重單一面向，意即只強調縱深的「I型人才」，是沒有辦法應

付這樣的變局的。因此，台灣需要能夠思考全局、與同儕合作，以及具備創新能力的「T型人

才」，這才是未來國家培育人才的重大方向。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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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成大本身就是一個培養「T型人才」非常好的學府。第一，成大精神就是台灣精神，學校

非常重視社會責任，在蘇校長的帶領之下，全體師生也把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目標，融入到教

育內容當中，追求共享、追求共好。第二，成大作為一所綜合性大學，各領域都有非常傑出的表

現。成大的師資具備了「T型人才」要件，自然是培育「T型人才」好的學府。

他接著說，第三，成大的努力也得到國家的肯定與認同，例如今年5月通過《產學合作創新條

例》，蔡總統希望在台灣北、中、南都各成立半導體學院，第一個揭牌的就是成大；因應人口老

化，國內第一家老人專屬醫院也在成大正式動工興建；因應氣候變遷，成大則率先成立全台首座

負碳排示範工廠，協助政府順利達到2050年淨零轉型的目標。

他表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的工作向來艱辛，沒有辦法立竿見影，除了學校校長、老師

用心努力外，他也期盼成大校友共同來支持，讓母校越來越進步，也在國家發展上，能夠肩負起

重要的責任。



2021/11/26 上午9:28 賴清德讚母校：成大精神就是台灣精神 應承擔更大責任 - 新聞 - Rti 中央廣播電臺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17799 1/2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左)致贈校友賴清德(右)馬祖酒。(成大提供)

國立成功大學創校90週年，今天(25日)在台北松山文創園區舉辦「T型人才‧世界樞
紐」跨界高峰論壇，身為校友的副總統賴清德在致詞時表示，成功大學本身就是培養T
型人才非常好的學府，所以成大不能妄自菲薄，應承擔更大的責任，成大精神就是「台
灣精神」。

成功大學邀集多位領袖人物，舉辦「T型人才‧世界樞紐」跨界高峰論壇，副總統賴清德
以校友身分表示，成功大學90年來春風化雨，歷屆的校長、老師為國家社會培育了無
數英才，撐起台灣社會不管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同時也和國家其他的人才
合作，打造台灣百年的風華，他真的深深以成大為榮。

副總統說，「世界經濟論壇」有份報告顯示，全球重視技術的工作，有42%將會在明
年有所調整或受影響，若再往後10年，約有10億個工作會受到衝擊，甚至會消失，所
以可以看得出來，人才培育兼顧廣度和深度是何等重要。

副總統：『(原音)在這個國際局勢不斷在變化的情況下，可想而知，注重單一面向，也
就是強化縱深的「I型人才」，是沒有辦法應付這個變局的，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的是
能夠思考全局，而且要能夠跟同儕合作，並且要有具備創新的T型人才，才是未來國家

時間：2021-11-25 17:12 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陳國維

賴清德讚母校：成大精神就是台灣精神 應承擔更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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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的重大方向。』

他強調，內舉不避親，成大自然不能夠妄自菲薄，應該要承擔更大的責任。副總統：
『(原音)成大的精神就是「台灣精神」，也就是說，學校本身就重視社會責任，在蘇校
長的帶領之下，全體師生也都把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融入到教育的內容當中，去追
求共享、追求共好。』

副總統也提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的工作向來艱辛，沒辦法立竿見影，所
以學校除了校長、老師的用心努力外，也非常需要校友們的大力支持，這是學校進步非
常重要的關鍵，他希望在校友共同的支持下，讓母校成大愈來愈進步，同時也期許成大
在國家發展上能肩負起重要責任，才不枉費成功大學的存在。

https://www.bridgewell.com/scupio-ad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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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成大90週年論壇　副總統：培育更多思考全局、與同儕合作且具備創
新能力的T型人才

 

副總統出席「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T型人才．世
界樞紐跨界高峰論壇」

中華民國110年11月25日

賴清德副總統今（25）日下午出席「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T

型人才．世界樞紐跨界高峰論壇」時表示，國際局勢不斷變

化，人才培育的廣度與深度至關重要，臺灣需要培養能夠思考

全局、與同儕合作，以及具備創新能力的「T型人才」，他也

期待成大未來培育出許多更優秀的人才，也在國家發展上肩負

起重要的責任。

副總統致詞時表示，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參加他的母校—成功大

學所舉辦的「T型人才．世界樞紐跨界高峰論壇」，他肯定及

感謝成大蘇慧貞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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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前瞻探索成大的未來。成大90年來春風化雨，為國家社會

培育了無數英才，在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等各領域貢獻社

會，並與其他國家人才共同合作，打造臺灣百年的風華，他也

以身為成大人為榮。

副總統提到，臺灣雖然欠缺天然資源，但臺灣多年來非常重視

教育，培養了許多的人才。一般我們談到人才時，會比較傾向

專精在單一領域的專家，也就是所謂的「I型人才」。然而，

世 界 經 濟 論 壇 （ World Economic Forum ） 預 估 ， 在 2022

年，目前要求的工作技能中，42%將會受到影響而有所調整；

而在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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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狀況之下，可以看出人才培育的廣度與深

度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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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指出，國際局勢不斷變化，科技越來越進步，傳染病越

來越變化莫測，氣候變遷越來越嚴竣，地緣政治越來越複雜，

如果只注重單一面向，意即只強調縱深的「I型人才」，是沒

有辦法應付這樣的變局的。因此，臺灣需要能夠思考全局、與

同儕合作，以及具備創新能力的「T型人才」，這才是未來國

家培育人才的重大方向。今天，蘇校長結合各領域專家學者探

討「T型人才」的培育與儲備，為了國家長遠的發展來努力，

他也祝福論壇圓滿成功。

副總統認為，成大本身就是一個培養「T型人才」非常好的學

府。第一，成大精神就是臺灣精神，學校非常重視社會責任，

在蘇校長的帶領之下，全體師生也把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目

標，融入到教育內容當中，追求共享、追求共好。第二，成大

作為一所綜合性大學，各領域都有非常傑出的表現。成大的師

資具備了「T型人才」要件，自然是培育「T型人才」好的學

府。

副總統接著說，第三，成大的努力也得到國家的肯定與認同，

例如今年5月通過《產學合作創新條例》，蔡總統希望在臺灣

北、中、南都各成立半導體學院，第一個揭牌的就是成大；因

應人口老化，國內第一家老人專屬醫院也在成大正式動工興

建；因應氣候變遷，成大則率先成立全臺首座負碳排示範工

廠，來協助政府順利達到2050年淨零轉型的目標。

最後，副總統表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的工作向來艱

辛，沒有辦法立竿見影，除了學校校長、老師用心努力外，他

也期盼成大校友共同來支持，讓母校越來越進步，也在國家發

展上，能夠肩負起重要的責任。

包括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前科技部長陳良基、遠見．天下文

化事業群營運長林天來等亦出席是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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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跨界高峰論壇　10位跨界領袖聚焦培育未來人才
2021.11.25 19:57 | 記者張添福台北市報導 | 觀看次數：1507

圖：成大「T型人才．世界樞紐」跨界高峰論壇副總統賴清德受邀致詞。（成大提供）

國立成功大學今（2021）年適逢90週年校慶，同時也是由鄭崇華校友捐助成立的「李國鼎科技與人
文講座」設立 20 週年與「綠色魔法學校」啟用10週年。成大為傳承孫運璿院長及李國鼎先生做為
臺灣社會推手的核心精神，秉持高等教育的使命與初心，11月25日與遠見‧天下文化於臺北松菸誠品
表演廳共同舉辦「T型人才．世界樞紐」跨界高峰論壇，打造產官學研領袖交流平台，聚焦國際視
野，培育未來人才。

「T」由橫線和豎線構成，代表專業認知的深度與綜觀全局的能力。「T」型人才不僅是兼具專業與
合作能力的「Talent」，更是代表社會的「Tomorrow」，是未來「Taiwan」需要的人才，由地處
「Tainan」世界級的成功大學扮演關鍵樞紐、培育更多具備國際視野的未來人才。 

論壇邀請副總統賴清德親臨致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電機工程與資訊科學系講座教授舒維
都（預錄影片）、誠致教育基金會副董事長李吉仁發表主題演講，並由臺灣大學講座教授陳良基、
廣達電腦技術長張嘉淵、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彭宗平及《遠見》雜誌社長楊瑪利、春池玻璃研發長吳
庭安、Plan b 資深合夥人張良伊分別進行 2 場交流論壇。 

副總統賴清德受邀到場致詞指出，臺灣多年來的教育著重培育單一專業的「I」型人才，但面對世界
變局與各項挑戰，除了專才，國家更需要兼具能思考全局、與同儕合作、具有創新思維的T型人才。 

  賴清德副總統說，「成大精神就是臺灣精神」，因為成大自創校以來即重視社會責任，現在更將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融入辦學理念中，同時成大作為一所綜合型大學，各科系已有完整發展且具備優
秀師資，「在我眼中，成大就是發展T型人才最好的學府！」給予成大高度肯定，並表示很榮幸是成
大的一份子。

  成大校長蘇慧貞致詞以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通才」為例，在人類社會經歷憂患之後，開起了新的
璀璨年代。反觀現在，人類也正面臨氣候變遷、貧富差距、健康不平等的狀況，作為一所大學除了
培育專才外，還需要培育「全面的跨域知識跟整合能力，兼具智、識的廣度與深度，願意凝視周遭



2021/11/26 上午8:35 成大跨界高峰論壇　10位跨界領袖聚焦培育未來人才

https://www.taiwantimes.com.tw/app-container/app-content/new/new-content-detail?blogId=blog-337e93fd-41ed-420c-977b-8c5d0b3e4d19&curre… 2/3

群體、攜手合作、與世界共好的T型人才」。蘇慧貞校長接著以孫運璿院長、李國鼎先生對國家的貢
獻以及鄭崇華校友的典範傳承說明成大的核心精神以及重任，表示成大未來也將與產官學研各界一
起努力，為一代改變世界的人才培育共同貢獻。

▲成大校長蘇慧貞致詞。（成大提供）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電機工程與資訊科學系講座教授舒維都曾於 2019 年訪問成大，與時任校
長賴明詔交流高等教育議題並與成大師生分享自身研究心得與在美任教的所見所聞。此次透過預錄
影片祝賀成大90週年校慶以及台達電創立50週年，分享作為典範需要兼具「啟發、願意教導、做中
學」的特質，並以台達電以及鄭崇華校友為例，勉勵大家在面對氣候變遷應透過實際行為極盡可能
的救地球。

臺大電機系特聘教授陳良基擔任第一場交流會主持人與廣達電腦技術長張嘉淵及清大材料系特聘教
授彭宗平針對「T 型人才的培育」交流觀點。張嘉淵技術長分享自己在成大與同學相處的過程中，
不僅擴展眼界與專業能力，同時養成同理心、同情心、好奇心這些「人」的本質，而這些正是企業
所重視的。彭宗平教授鼓勵學生透過參與國際志工、社會服務等活動知道自己在社會上扮演的角
色，知道自己能做的貢獻為何。

誠致教育基金會副董事長李吉仁綜合自身長年在學術界及產業界的經驗以及接觸創新團隊的心得，
以「新世代人才發展」發表演說，鼓勵面對世界快速變遷的學生應培養「整合學習能力、專注執行
能力、敏捷應變能力及挫折復原能力」。接著由《遠見》雜誌社長楊瑪利擔任主持人，春池玻璃研
發長吳庭安及Plan b 資深合夥人張良伊針對「國際視野人才儲備」廣泛交流。吳庭安研發長分享自
己在成大不只學到專業也養成了生活，出社會後處處感受到成大校友的向心力，同時勉勵學弟妹在
成為 T 型人才前，需要讓自己成為專業扎根的I 型人才。張良伊資深合夥人則以自身經驗為例，期
許未來的T型人才要培養自己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同時要跨越舒適圈與不同背景的人攜手合作。 

論壇與談人兼具產、官、學、研各角色，透過觀點相互交流，結合產業現狀觀察與社會需求，提供
國家社會在培育未來人才時有更具體的方向。論壇眾星雲集，現場近300人至共襄盛舉，包含成大
師生、校友以及天下文化讀者，同時也全程透過成大粉絲專頁直播與更多人共享、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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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型人才．世界樞紐」跨界高峰論壇貴賓合照。（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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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時代變化 副總統：T型人才是未來培育方
向
2021/11/25 16:12（11/25 16:36 更新）

由成功大學主辦的「T型人才．世界樞紐跨界高峰論壇」25日在台北登場，邀請專家學者與會交流，副
總統賴清德（中）也應邀出席。中央社記者許秩維攝 110年11月25日

（中央社記者許秩維台北25日電）副總統賴清德今天表示，因應國際局勢與時代不

斷變化，注重單一面向的I型人才無法應付變局，能思考全局、跟同儕合作、具備創

新的T型人才，是未來國家培育人才的重要方向。

成功大學與遠見．天下文化今天舉辦「T型人才．世界樞紐」跨界高峰論壇，邀請多

名專家學者參與交流論壇，副總統賴清德也受邀出席。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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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副總統致詞時表示，台灣雖欠缺天然資源，卻很重視教育，培養許多人才，以往提

到人才通常都是專精於單一領域的「I型」專家，但根據世界經濟論壇近期報告，往

後10年全球約10億個工作會受衝擊，甚至是消失，由此可看出人才培育的廣度與深

度何等重要。

賴副總統指出，科技越來越進步，傳染病變化莫測，氣候變遷更加嚴峻，地緣政治則

越複雜，在國際局勢不斷變化下，注重單一面向的I型人才可能無法應付變局，因此

需要能思考全局、跟同儕合作、具備創新的T型人才，這也是未來國家培育人才的重

要方向。

賴副總統提到，成大重視社會責任，將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融入教育，加上身為

綜合型大學，各領域都有傑出表現，相信會是培育T型人才最好的學府；而教育工作

相當艱辛，無法立竿見影，除了學校努力，也希望校友共同支持，讓成大越來越進

步，為國家發展肩負起重要責任。（編輯：陳政偉）11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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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凝聚國際化南方觀點臺灣學
文 謝易晏 2021.11.26

「Formosa偎海e所在」國際學術研討會，邀集臺灣、日本、西班牙等專家學者，凝聚南方觀
點的國際化臺灣學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深化臺灣學研究，11 月 26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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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以及與世界的生成演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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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以及迎接即將到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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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以來臺灣的另一個稱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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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文學院與產創總中心合作「成大產學在臺灣」，用文學爬梳產學發展脈絡， 成大助理副校長兼產創總中心主任莊偉哲(前排左

起)、成大副校長陳玉女、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張隆志。圖/成大提供

https://ctee.com.tw/author/samentha-hsieh
https://ctee.com.tw/author/samentha-hs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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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助理副校長兼產創總中心主任莊偉哲於「Formosa偎海e所在」國際學術研討
會致詞。圖/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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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副校長陳玉女表示「Formosa偎海e所在」從海洋觀點研究臺灣學。圖/成大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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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臺灣學的關係（1970-1978）」為題，進行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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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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戲劇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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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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考招規則又大幅變動 大學教授高中老

師交流解疑惑

2021-11-26 12:14  聯合報  / 記者周宗禎／台南即時報導

108課綱第一屆學生正準備考學測、參與各式升學

管道，因考招規則又將大幅變動：包含學測採計比

例最多不能超過50%、學習歷程檔案自主學習關注

度、各學系採計項目、評分規準等項目繁多，讓許

大學考招規則又大幅變動 ， 大學教授高中老師交流消彌誤解。記者周宗禎／

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4NT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D%87%E5%AD%B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7%AA%E4%B8%BB%E5%AD%B8%E7%BF%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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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高中師生、家長難以適應甚至惶惶不安。新豐高

中上午邀請成功大學、台南大學教授與台南12所高

中職 40名教師面對面交流，「希望讓彼此都安

心」。

承辦老師蘇瑛慧表示，活動舉辦目的是希望大學能

看到高中課程的努力，高中教師能知道大學考評的

依據，家長能放心相信老師的安排。

台南大學材料系主任林建宏說，南大畢業生投入熱

門電子、光電產業與鋼鐵、化工等傳統產業，希望

錄取了解自己勇於找出路的學生，尤其希望看到自

主學習及課程成果能多些實作內容，學生能專注在

能讓自己快樂的內容上，不是只為了升學而準備。

成大不分系學程教授劉家幸指出，目前大學招生看

重跨領域人才，不分系也有標準評鑑方式，家長可

以放心；學生要清楚自己的目標，組出專屬的課程

地圖，這跟高中端推動的自主學習不謀而合，鼓勵

學生多方嘗試發現興趣才能。

成大都市計畫系教授鄭皓騰說明學習的尺規評分，

檢視學生檔案後，如有評分差異或特殊案例，將開

會討論全力發現每個孩子的特質。

出席高中職教師準備學生成果、實際案例交流；新

豐高中老師紀欣妤以學生參與英語讀劇經歷，整理

一學期相關紀錄及學習單；吳政珊老師推薦學生重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8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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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訓練的短片，還有摘要式簡報檔案，現場教師發

表分享意見教學經驗。

大學考招規則又大幅變動 ， 大學教授高中老師交流消彌誤

解。記者周宗禎／攝影

大學考招規則又大幅變動 ， 大學教授高中老師交流消彌誤

解。記者周宗禎／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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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考招規則又大幅變動 ， 大學教授高中老師交流消彌誤

解。記者周宗禎／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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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健身教練的話狂操 50歲男急性腎衰竭進加護病房險丟命
setn.com/News.aspx

三立新聞網 健康
2021/11/25 10:44:00

記者李鴻典／台北報導

50歲的謝先生因同事的刺激及推薦，報名參加健身房重訓課程。在教練鼓舞下，雖然感到
腿部疼痛難耐，仍勉強配合完成訓練菜單。回家後，腿部肌肉疼痛越來越嚴重，整個人幾
乎要暈厥，且合併噁心嘔吐，被送急診。

抽血檢驗發現肌肉發炎指數飆升，合併急性腎衰竭及肝功能異常，診斷為橫紋肌溶解症。
謝先生立即被送進加護病房，經過數日才終於好轉。

▲醫師建議，運動強度不宜突然增加過多，運動時間也不宜一下增加過久。（圖／中央
社）

https://www.setn.com/Klist.aspx?PageGroupID=65&ProjectID=2295&PageType=0&utm_source=setn.com&utm_medium=project_news&utm_campaign=projectid_2295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031903
https://www.setn.com/?utm_source=setn.com&utm_medium=news&utm_campaign=breadcrumbHome
https://www.setn.com/Catalog.aspx?PageGroupID=65&utm_source=setn.com&utm_medium=news&utm_campaign=breadcrumbCate
https://www.setn.com/Klist.aspx?TagID=15531&utm_source=setn.com&utm_medium=dictionary&utm_campaign=wordnews
https://www.setn.com/Klist.aspx?TagID=149642&utm_source=setn.com&utm_medium=dictionary&utm_campaign=wordnews
https://www.setn.com/Klist.aspx?TagID=468305&utm_source=setn.com&utm_medium=dictionary&utm_campaign=word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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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斗六分院腎臟科邱裕桓醫師表示，骨骼肌是運動時動作的肌肉，屬於橫紋肌。當
骨骼肌因為運動過度、外力、壓迫等原因受到傷害而壞死，環繞骨骼橫紋肌細胞的肌纖維
膜受到傷害，造成肌肉細胞內的物質大量流入循環血漿中，其中的肌球蛋白會對身體組織
產生毒性，並且引發一連串有毒的生化反應，甚至造成致命性的急性腎衰竭。

橫紋肌溶解症的治療，主要是避免以及矯正併發症︰

1.改善血管內循環量的缺乏：靜脈注射大量等張性溶液，加速肌球蛋白的代謝，到每小時尿
量約200-300毫升的水準，必要時可以加上利尿劑，以預防腎衰竭的發生，。

2.鹼化尿液：尿液的鹼化作用有助於避免肌球蛋白沉澱在腎小管。一般使用碳酸氫鈉，既
可改善酸血症，又可鹼化尿液。

3.改善電解質異常：病人常合併高血鉀症、低血鈣症、高血磷症，進而引起心律不整，必
須積極矯正。

4.須隨時注意病人的生命徵象、尿量、腎功能、電解質、有無酸中毒。有下列情況者應採
取立即性的血液透析來加以改善：持續且嚴重的高鉀血症、寡尿性腎衰竭、持續的代謝性
酸中毒、鬱血性心衰竭、肺水腫。

5.手術：當受傷肌肉細胞腫脹壞死，局部個別筋膜內壓力增加造成缺血現象時，需施行筋
膜切開術。

邱裕桓醫師表示，運動或工作前、後多關注身體狀況，絕大多數的橫紋肌溶解症都是可以
避免的，包括：

1.運動前先熱身。

2.運動強度不宜突然增加過多，運動時間也不宜一下增加過久。

3.運動環境以通風為宜，工作環境也應有遮蔭為佳，須避免悶熱，並須隨時補充水分，切
勿在烈日下過度劇烈運動或工作。

4.若身體已經感到不適，如肌肉疼痛、噁心嘔吐、有虛脫感等，應立即休息，切莫逞強。
若是休息後仍無法緩解，應及早就醫。

5.運動或工作後應注意是否有肌肉嚴重酸痛或是解茶色尿現象。

邱裕桓醫師指出，平時預防加上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才能避免嚴重併發症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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