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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成大醫院老人醫院籌備處楊宜青教授、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工研院副院長彭裕

民、康健雜誌總編輯賀桂芬，共同參與成大雙乘論壇。（國立成功大學提供）

迎接你我的超高齡社會 成大「雙乘論壇」聚焦無齡世代醫療
中時 邱琮皓11:39 2021/10/08

臺灣少子化、高齡化加劇，自去（2020）年出生率低於死亡率，人口成長出現死亡交叉，2025

年65歲以上人口更將高達20％，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為因應此一現象，成大雙乘論壇第四

場系列講座，即聚焦健康醫療議題，邀請成大醫院沈孟儒院長、成大醫院老人醫院籌備處楊宜青

教授、工研院彭裕民副院長探討從產業到醫療機構，該如何因應超高齡社會。

工研院副院長彭裕民指出，我們應該將高齡化視為創造「老人經濟」的最好機會，而不是讓老年

人口成為耗損健保資源的族群。從增加高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推動預防醫學，到結合資通訊產

業發展各種輔具，都是打造健康老化、活力老化及有創造力老化的方法。

為此，工研院鏈結臺灣ICT產業及醫療體系優勢，深耕智慧醫電、再生醫學、醫藥研發、行動樂

活、照護輔助決策系統、長照智能系統等重點技術，並在一開始就鎖定全球市場。其中，「糖尿

病眼底影像AI決策支援系統」，因可有效早期辨識視網膜病變，成功獲得美國保險公司85億美元

技轉金。

為因應超高齡社會來臨，成大醫院獲行政院核定委託創建的全國第一所國家級老人專責醫院，將

在2026年竣工，期望成為雲嘉南高齡人口的健康守護者。

成大老人醫院除以「全院不分科」為定位，整合各專科與職類，提供周全性照護，讓患有急性、

慢性病的長者延緩失能症狀與速度，更自我定位為高齡健康照護系統的樞紐，結合地區醫院、基

層診所與社區的力量，讓長者能夠在社區安養，在宅終老。

沈孟儒院長則進一步指出，醫療畢竟是人照顧人的一種專業服務，醫護是人，在繁雜的工作量

下，要維持有溫度的服務，就需要資通訊技術的介入與協助。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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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在看病時可能常抱怨，醫生看著病人的時間只有幾秒鐘，其他時間都盯著電腦螢幕看，

這是因為許多病歷可能多達幾十頁。如果能打造視覺化病歷，代替傳統醫師需手工查看病歷的方

式，將有助於改善醫病關係。」沈孟儒院長指出，以全院加護病房的病患為例，病歷數據可能長

達68頁，醫師手動查看病歷大約要花10分鐘，透過i-Dashboard視覺化病歷卻只需要3分鐘。

事實上，醫院要面對的考驗不僅止於此，去年爆發的新冠疫情，及未來新興傳染病極可能常態化

下，醫院如何透過戶外採檢站及負壓專責照護區，減少醫院內部分艙分流產生的鉅額虧損，並廣

泛運用遠距醫療，協助醫療服務量降載等，都是全球醫療機構同樣面臨的考驗。

如何善用臺灣領先全球的醫療照護、資通訊產業龍頭優勢、生醫大數據，和成熟的數據科學分析

能力，將是催生大健康產業兆元商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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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成大雙乘論壇 無齡世代迎接超高齡社會

成大醫院老人醫院籌備處楊宜青教授（左起）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工研院副院長彭裕民共同參與成大雙乘論壇。（圖／主辦
單位提供）

灣少子化、高齡化加劇，自去（2020）年出生率低於死亡率，人口成長出現死

亡交叉，2025年65歲以上人口更將高達20％，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為因

應此一現象，成大雙乘論壇第四場系列講座，即聚焦健康醫療議題，邀請成大醫院沈

孟儒院長、成大醫院老人醫院籌備處楊宜青教授、工研院彭裕民副院長探討從產業到

醫療機構，該如何因應超高齡社會。

工研院副院長彭裕民指出，我們應該將高齡化視為創造「老人經濟」的最好機會，而

不是讓老年人口成為耗損健保資源的族群。從增加高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推動預防

醫學，到結合資通訊產業發展各種輔具，都是打造健康老化、活力老化及有創造力老

化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如果每個人將年齡減去10歲，會發現自己對生活、未來，乃至學習的

態度，會變得完全不一樣。所以比起生理年齡，我們應該更重視活力年齡，透過各種

方法，讓自己從心理到生理做到回春。」彭裕民說道。

為此，工研院鏈結臺灣ICT產業及醫療體系優勢，深耕智慧醫電、再生醫學、醫藥研

發、行動樂活、照護輔助決策系統、長照智能系統等重點技術，並在一開始就鎖定全

球市場。其中，「糖尿病眼底影像AI決策支援系統」，因可有效早期辨識視網膜病

變，成功獲得美國保險公司85億美元技轉金。

為因應超高齡社會來臨，成大醫院獲行政院核定委託創建的全國第一所國家級老人專

責醫院，將在2026年竣工，期望成為雲嘉南高齡人口的健康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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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現場的面貌始終在變，從不會看到太多人坐著輪椅進醫院看病，到目前看診人

數中搭著輪椅的人佔1/10，顯見失能人口越來越多，也讓無障礙設施變得更加重

要。加上銀髮長者多半有多重共病、潛隱性疾病，以不分科的整合治療代替急性片段

的治療，才能為銀髮長者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說道。

因此，成大老人醫院除以「全院不分科」為定位，整合各專科與職類，提供周全性照

護，讓患有急性、慢性病的長者延緩失能症狀與速度，更自我定位為高齡健康照護系

統的樞紐，結合地區醫院、基層診所與社區的力量，讓長者能夠在社區安養，在宅終

老。

「要做到全院不分科，並成為無牆化醫院，最重要的推動機，就是三大類整合照護小

組，包含症候群導向、功能導向與場域導向等整合照護小組。」成大醫院老人醫院籌

備處重要推手楊宜青教授說明，從分科醫療走向不分科，除了要協助克服多重表單、

跨專業團隊合作會遇到的眾多問題，更重要的還是醫護人員要真正將高齡評估與照護

視為醫療服務的重要信念，並時時刻刻從系統面反思醫療面與人的關聯。

沈孟儒院長則進一步指出，醫療畢竟是人照顧人的一種專業服務，醫護是人，在繁雜

的工作量下，要維持有溫度的服務，就需要資通訊技術的介入與協助。

「許多人在看病時可能常抱怨，醫生看著病人的時間只有幾秒鐘，其他時間都盯著電

腦螢幕看，這是因為許多病歷可能多達幾十頁。如果能打造視覺化病歷，代替傳統醫

師需手工查看病歷的方式，將有助於改善醫病關係。」沈孟儒院長指出，以全院加護

病房的病患為例，病歷數據可能長達68頁，醫師手動查看病歷大約要花10分鐘，透過

i-Dashboard視覺化病歷卻只需要3分鐘。

事實上，醫院要面對的考驗不僅止於此，去年爆發的新冠疫情，及未來新興傳染病極

可能常態化下，醫院如何透過戶外採檢站及負壓專責照護區，減少醫院內部分艙分流

產生的鉅額虧損，並廣泛運用遠距醫療，協助醫療服務量降載等，都是全球醫療機構

同樣面臨的考驗。

沈孟儒院長分享，從疫情重災區的歐美各國，這一年間在遠距醫療的蓬勃發展，也映

證危機就是轉機的道理。（相關報導：為離世預做規劃，是一種體貼！生前列好這份

清單，讓自己有尊嚴的離開 (/article/3573600)｜更多文章）

如何善用臺灣領先全球的醫療照護、資通訊產業龍頭優勢、生醫大數據，和成熟的數

據科學分析能力，將是催生大健康產業兆元商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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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woman starts LED
company while attending NCKU
master's program
Wang Yi-ping starts her own LED lighting company and earns over NT$10 million in
first year
  1768

By Stephanie Chiang, Taiwan News, Staff Writer
2021/10/07 10:29

TAIPEI (Taiwan News) — Shortly after beginning a master’s program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12 years ago, Wang Yi-ping (王

怡蘋) founded her own LED lighting company and earned over NT$10 million

(US$357,500) within the first year, NCKU said in a press release.

Wang’s keen eye fo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not only inspired her to get into the LED

market, but also allowed her to switch gears in time, per the NCKU Industry-Academy

Cooperation periodical. After focusing on manufacturing LED lights for general use,

Wang took advantage of the medical equipment market, which has expanded along with

the world’s aging population and growing economy.

Tweet 分享 分享 讚 1,050

NCKU graduate Wang Yi-ping is the founder and chair of Angent Optoelectronics
Corporation. (NCKU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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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NCKU, after starting out with manufacturing LED lighting equipment for

general use and for horticulture, Wang eventually developed advanced LED and laser

medical equipment, and built a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 factory equipped with

cleanrooms.

Wang’s company, Angent Optoelectronics Corporation (Angent), now has clients in

almost 10 countries — including Germany, Spa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India —

providing medical equipment for ophthalmology, dentistry, and dermatology.

At the beginning of her entrepreneurship, Wang had to personally tend to every aspect of

her business, fro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writing up product specifications,

creating catalogs, to attending overseas exhibitions. Meanwhile, she had to keep up with

classes, experiments, and dissertations at school, often returning to her dormitory at 1-2

a.m. after a full day of work, per NCKU.

 

Wang Yi-ping and mentor professor Tsorng-Juu Liang. (NCKU photo)

Aside from her own hard work, Wang also attributed her success to guidance from her

professor Tsorng-Juu Liang (梁從主), NCKU’s technology transfer incubation center, as

well as assistance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U-Start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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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was cited as saying the NCKU technology transfer incubation service helped

transform her business from simply being a manufacturer to one that was capable of

R&D. She said by adopting Liang’s and professor Su Yan-Kuin's (蘇炎坤) technology,

Angent was able to excel despite all the competition in the LE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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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商轉念強攻電機系 女碩士開拓新藍海

2021.10.07 13:49

成功大學校友王怡蘋，是一間光電科技公司的董事長，但其實當年就
讀技職時，他竟是學商，與電機無關！原來一開始王怡蘋對電機毫無
興趣，直到大學至電路板工廠打工才改觀，又在念研究所時創業，開
設一人公司，販售LED燈具，營收千萬，如今也擴廠轉賣醫療器材，
成就自己想要的人生。

女力崛起！ 挑戰自我考取成大電機碩士

如今的王怡蘋坐擁一間光電科技公司，但其實12年前，公司內只有她
一人，身兼老闆跟員工，回想一路走來，困難重重、相當辛苦，當時
王怡蘋讀技職學商，從未接觸電機領域，直到大學去電路板工廠打
工，才燃起對工科的興趣，之後轉念電機，也做類似工作，卻仍想自
我挑戰，便考取成大電機碩士，並利用校內豐沛資源，提前創業，販
售LED燈具。

#光電科技公司 #董事長 #創業

王怡蘋靠著毅力如今成為光電科技公司董事長。圖／台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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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營運拓展版圖 首年營業額破千萬

即使當時，課業和事業兩頭燒，讓王怡蘋天天忙到深夜才回家，不過
也是因為她的堅持，首年營業額就破千萬元，之後她調整營運方向，
轉研發醫療器材，外銷版圖也擴展到全球10個國家。

王怡蘋指出：「創業過程中 ，應該還是要專注自己的本業 ，然後強調
自己的研發能力。」從白手起家，到全球知名公司，王怡蘋展現企圖
心，成就想要的人生，也讓世界看見台灣人的堅強實力。 

台南／黃富祺、田宇涵、 王超群    責任編輯／洪翌修

綜合報導 台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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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復辦110全大運圓滿落幕 明年全大運國體大接棒
文 謝易晏 202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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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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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賽事圓滿落幕，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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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成大提供

https://ctee.com.tw/author/samentha-hsieh
https://ctee.com.tw/author/samentha-hs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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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賽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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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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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蘇慧貞校長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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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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甡生技傳愛泡泡龍 呵護肌膚需求

創甡⽣技7⽇於成⼤醫院遺傳中⼼舉⾏傳愛泡泡⿓捐贈儀式，成功⼤學國際傷⼝修復與再⽣中⼼主
任湯銘哲醫師與各界善⼼⼈⼠，及創甡⽣技共同捐贈「漾活全⽅位修護霜200mL 600瓶」與「漾
活全⽅位修護噴霧 100mL 300瓶」（價值約200萬元）給社團法⼈台灣泡泡⿓病友協會，⽤實際
⾏動傳愛泡泡⿓，會中也邀請成⼤醫院⽪膚部許釗凱醫師（泡泡⿓暨⽪膚遺傳罕病特別⾨診主治
醫師）發表泡泡⿓⼈體塗抹臨床試驗計畫結果。

成功⼤學國際傷⼝修復與再⽣中⼼旨在探討⽪膚損傷後得「再⽣」的機制，利⽤所研發的新技術
或產品，來預防不正常疤痕產⽣，並協助再⽣醫學應⽤，並以⾮營利模式貢獻遺傳性⽪膚罕⾒疾
病社群。

成功⼤學國際傷⼝修復與再⽣中⼼主任湯銘哲醫師，其研究團隊的獨家技術Extre2Cold，從⿂⽪
中萃取⾼活性膠原蛋⽩，完整保留膠原蛋⽩傷⼝修復的活性，是發展主動式傷⼝敷料的絕佳材
料。

2021-10-08 00:35 經濟日報 張傑

成⼤泡泡⿓治療團隊。 業者/提供

讚 96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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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該技術技轉給創甡⽣技，本著照護傷⼝的初⼼，傷⼝中⼼與創甡⽣技運⽤此傷⼝敷料，所
開發出適合亞熱帶氣候的膠原蛋⽩強效保濕修護乳(以下簡稱修護乳)，經成⼤醫院⽪膚部主任楊朝
鈞醫師的IRB⼈體塗抹臨床試驗證實，使⽤2周有感提升肌膚含⽔量近10%，使⽤4周，肌膚含⽔
量與彈性持續提升，即使停⽤兩個禮拜，仍可維持肌膚⽔嫩彈潤。

⽽針對泡泡⿓病友使⽤修護乳，進⾏之⼈體塗抹臨床試驗結果顯⽰ ，塗抹修護乳可使肌膚含⽔量
有效增加80%以上，臨床癥狀越嚴重，修護乳提升肌膚含⽔量的效果越好，且塗抹修護乳的時間
越久，肌膚含⽔量增加越顯著，並能舒緩⽪膚搔癢，且對傷⼝癒合的正⾯影響越多。

「泡泡⿓」是⼀種罕⾒的⽪膚遺傳性疾病，全名為「先天性表⽪鬆懈性⽔皰症」，患者全⾝表⽪
（⽪膚、⼝腔、眼睛、消化道等等）異常脆弱，⾃出⽣起，表⽪稍有外⼒摩擦就會形成⽔皰與傷
⼝，嚴重者，終其⼀⽣，每天都要花上數⼩時處理傷⼝換藥與護理。除此之外，肌膚乾燥與搔癢
也是⼀⼤困擾，快要好的傷⼝，常因為⽌不住的癢⼜抓破。

⽬前全臺灣泡泡⿓病友總計約4-500位，重症約80位，創甡⽣技因應這些嚴重問題肌膚的需求，將
膠原蛋⽩強效保濕修護乳原配⽅升級，開發「漾活全⽅位修護系列」，希望更完整呵護泡泡⿓乾
癢不適的肌膚，減輕病友⽣活中的傷⼝肌膚之痛。

成⼤傷⼝中⼼主任湯銘哲教授（左）與泡泡⿓協會代表徐錦燿先⽣代表合影。 業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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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皮萃取膠原蛋白 呵護泡泡龍傷口
2021-10-08

創甡生技捐贈9百瓶膠原蛋白修護霜給台灣泡泡龍病友協會，成大湯銘哲等多名教授、醫師見證。
（記者葉進耀攝）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創甡生技公司7日捐贈9百瓶膠原蛋白修護霜及修護噴霧給台灣泡泡龍病友協會，供病友使用。成功大學國際傷口修復與再生中心教授及成大醫院多

名皮膚科醫師到場見證，期能藉由修護霜呵護泡泡龍病友的傷口肌膚之痛。

成功大學「國際傷口修復與再生中心」主任湯銘哲特聘教授的研發團隊，從台灣鯛魚皮中萃取出能治癒傷口的主要成分膠原蛋白，並將此技術獨家技

轉於創甡生技。

成醫皮膚科醫師許釗凱表示，「泡泡龍」是一種罕見的皮膚遺傳性疾病，全名為「先天性表皮鬆懈性水皰症」，發生率約5萬分之1，全國約有4、5

百名患者，台南約有80多名病友。其遺傳模式包括染色體隱性或顯性遺傳，基因突變可能來自父母親，也有可能是自發性突變，患者終生要與水皰

引發的傷口對抗。

泡泡龍病友除了大大小小的傷口外，肌膚也非常的乾燥，這些都是引起肌膚搔癢，常常快要好的傷口，因為止不住的癢又被抓破了，所以傷口一直好

不了，造成很大的困擾。

許釗凱在捐贈會上發表創甡強效保濕修護乳的人體塗抹試驗計畫結果，顯示塗抹強效保濕修護乳可使肌膚含水量有效增加約8成5，臨床癥狀越嚴

重，提升肌膚含水量的效果越好；且塗抹時間越久，肌膚含水量增加越顯著，減緩皮膚搔癢的效果及傷口癒合的正面影響越多。

湯銘哲說，這次捐贈活動攜手各界善心人士共同集資把6百瓶「漾活全方位修護霜」與3百瓶「漾活全方位修護噴霧」送給泡泡龍病友協會，用實際

行動來支持泡泡龍病友及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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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傷口中心研發強效保濕修護乳解決皮膚傷口問題
文 郭文正 2021.10.07

文/郭文正

「成功大學國際傷口修復與再生中心」為教育部與科技部大型計劃成立的特色領域中心，旨在探討皮膚損傷後

得「再生」的機制，利用所研發的新技術或產品來預防不正常疤痕產生並協助再生醫學應用，並以非營利模式

貢獻遺傳性皮膚罕見疾病社群。

傷口中心主任湯銘哲醫師/特聘教授研究團隊的獨家技術Extre2Cold，從魚皮中萃取高活性膠原蛋白，完整保

留膠原蛋白傷口修復的活性，是發展主動式傷口敷料的絕佳材料。2019年將此技術技轉到「創甡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本著照護傷口的初心，傷口中心與創甡生技運用這個主動式傷口敷料的珍貴材料開發出適合亞

熱帶氣候的膠原蛋白強效保濕修護乳(以下簡稱修護乳)，經成大醫院皮膚部主任楊朝鈞醫師的IRB人體塗抹臨

床試驗證實，使用2周有感提升肌膚含水量近10%，使用4周，肌膚含水量與彈性持續提升，即使停用兩個禮

拜仍可維持肌膚水嫩彈潤。另針對泡泡龍病友使用修護乳進行之人體塗抹臨床試驗結果顯示塗抹修護乳可使肌

膚含水量有效增加80%以上，臨床癥狀越嚴重，修護乳提升肌膚含水量的效果越好，塗抹修護乳的時間越久

肌膚含水量增加越顯著，減緩皮膚搔癢的效果越多且對傷口癒合的正面影響越多。

成大傷口中心主任湯銘哲教授(如圖左)與泡泡龍協會代表徐錦燿出席贈與活動。圖/郭文正

https://ctee.com.tw/author/wencheng-k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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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大學 傷口中心 創甡生物科技 泡泡龍

成大泡泡龍治療團隊。圖/郭文正

該研究成果強效保濕修護乳解決皮膚傷口問題將於2021未來科技館（10月14日～16日於台北世貿一館）、

2021 Medical Taiwan台灣國際醫療暨健康照護展（10月14日～16日於南港展覽二館）、2021 BioAsia

Taiwan亞洲生技大展（11月4日～7日於南港展覽二館）同步盛大展出。

2021年10月7日創甡生技於成大醫院遺傳中心舉辦傳愛泡泡龍捐贈儀式，傷口中心湯銘哲特聘教授攜手各界善

心人士與創甡生技共同捐贈「漾活全方位修護霜200mL 600瓶」與「漾活全方位修護噴霧 100mL 300瓶」

（價值約200萬元）給社團法人台灣泡泡龍病友協會，用實際行動傳愛泡泡龍。會中更邀請成大醫院皮膚部許

釗凱醫師（泡泡龍暨皮膚遺傳罕病特別門診主治醫師）發表泡泡龍人體塗抹臨床試驗計畫結果，「泡泡龍」是

一種罕見的皮膚遺傳性疾病，全名為「先天性表皮鬆懈性水皰症」。

與會貴賓有成大國際傷口修復與再生中心暨創甡生技創辦人湯銘哲教授、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張明熙教

授、成大醫院皮膚部許釗凱醫師、創甡生技林錫慧總經理、成功大學醫學系皮膚學科李玉雲教授、社團法人台

灣泡泡龍病友協會代表徐錦燿先生、成大國際傷口修復與再生中心李貽峻老師、成大醫院口腔醫學部潘倩慧醫

師、珍士偉國際游雅喬總經理、成大醫院遺傳中心及泡泡龍醫護團隊、泡泡龍病友等人。

https://ctee.com.tw/tag/%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https://ctee.com.tw/tag/%e5%82%b7%e5%8f%a3%e4%b8%ad%e5%bf%83
https://ctee.com.tw/tag/%e5%89%b5%e7%94%a1%e7%94%9f%e7%89%a9%e7%a7%91%e6%8a%80
https://ctee.com.tw/tag/%e6%b3%a1%e6%b3%a1%e9%be%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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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麗寶賽道七校集結 2021 FST臺灣學生方程式展演
carnews.com/article/info/21e33f80-1cdd-11ec-a0df-42010af00010

由國立成功大學及陽明交通大學方程式賽車隊，共同舉辦的「2021臺灣盃學生方程式展
演」活動，已於9月9日在臺中麗寶國際賽車場登場，當天總共有七所大學的賽車隊參
與，各校紛紛帶來燃油方程式賽車、或者是電動方程式賽車，一同在麗寶卡丁車賽道中挑
戰自我。

 
 

圖/Formula SAE Taiwan

 

磨練未來職場技能
 國外早已推廣多年

大眾耳熟能詳的一級方程式賽車（Formula 1）是世界級的賽車盛事，而臺灣也有一群熱
血的大學生，利用課餘時間，發揮自身所學，從無到有打造一輛完整的賽車，投入學生方
程式（Formula Student），一圓賽車夢。除了主辦本次展演的成大、陽明交大賽車隊之
外，更有臺灣大學、清華大學、中興大學、臺北科技大學、南臺科技大學，等多所大專院
校的學生車隊，一同共襄盛舉。

https://carnews.com/article/info/21e33f80-1cdd-11ec-a0df-42010af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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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Formula Student-學生方程式賽車競賽，，當初是由美國汽車工程協會於1981年創
辦，當初創辦這場比賽的原因在於美國人認為只有在教室裡才能培養出優秀的工程師，透
過從無到有打造一台方程式賽車並投入競賽的過程，讓學生可以強化他們的實務能力，並
為達到更高的成績而投入更多的熱情與努力，從中體驗團隊活動，算是為社會培育更好的
人力資源的一場賽事。

 

而這場賽事後來也被日本汽車工程協會看中，特別在2003年時於日本當地舉辦相同的賽
事，以鼓勵日本學子投入賽事，後來逐漸成為亞洲地區最高規格的大學工程競賽，每年除
了日本當地多所頂尖大學隊伍參賽外，也會吸引許多來自奧地利、泰國、印尼等等逾
2000名大學生組隊參加，而台灣也早有多間大學賽車隊投入日本Formula SAE Japan賽
事中。

 

 

其實國內過去早已有多所學校積極參與日本Formula SAE Japan賽事，不過自從2020年爆
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後，使全球學生方程式的賽事遭遇取消或是延期，而這場活動算是為了
讓各校車隊暖身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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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於麗寶賽車場內舉辦的2021 FST臺灣學生方程式展演，主要有成大、陽交大、清大、
臺大、南臺科大、中興、北科大共 7 所學生方程式校隊 參與，各校各自準備燃油方程式賽
車、或者是電動方程式賽車，在卡丁車賽道以耐久賽模式挑戰自我。

 

由於臺灣在過去並沒有相同等級的學生賽事，因此學生車隊必須尋求校友贊助、群眾募資
等管道籌措參賽經費，甚至是自掏腰包，從零開始把一台可以參賽的小型方程式賽車打造
出來，並前往鄰近的日本參賽，而在此過程中包括車隊的團隊溝通、工作分配、營銷管
控、經費招募、公關計劃與交通規畫等方面的問題，都是車隊學生必須面對的問題，這些
知識將成為他們未來投入職場的重要經驗。而為了讓賽車隊能有一個展示與募資的舞台，
因此籌辦團隊期望透過本次展演，以示範賽的形式，作為臺灣建立學生方程式新賽點的第
一步。

 

而比賽當天，MIH電動車開放平台執行長鄭顯聰、福特六和執行長邴兆齊、鴻海教育基金
會執行長汪用和，與國內知名賽車隊-BC車隊長黃錦章，都將到場擔任開幕致詞嘉賓；並
由MIH與鴻華先進科技的工程師群，與學生車隊進行技術交流，而國內知名車手陳意凡也
將擔任特別嘉賓，以職業賽車手的身份，在現場與各校隊成員交流、分享賽道駕駛經驗與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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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各校賽車隊能有一個展示與募資的舞台，因此籌辦團隊期望透過本次展演，以示範
賽的形式，找到更多企業家願意提供贊助，作為臺灣建立學生方程式新賽點的第一步。

 

 

國內知名賽車隊-BC車隊長黃錦章，也獲邀前往觀賽，並與學生熱烈討論關於賽車與賽事
的相關資訊，期盼能為學生方程式盡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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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 ／  洛城焦點

南加國慶盃橋牌賽 9日洛僑中心開打
洛杉磯訊  2021-10-07 02:00

由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JCUAA）、南加州台灣大學校友會

（NTUAASC）、南加州成功大學校友會（CKUAASC）、亞美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AAARDF）聯合主辦的「南加州慶祝2021年中華民國雙十國慶 - 國慶盃

橋牌校際邀請賽」活動，將於9日（周六）在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熱鬧開

打。主辦方將於當天午間12時30分舉辦盛大舉行開幕典禮。

活動籌委會主席暨南加州成大校友會會長葉俊麟表示，今年第二度舉辦南加州

國慶盃橋牌校際邀請賽，將以線下實體形式進行競技，共邀請來自13所台灣各

大專院校的校友們，組成六支橋牌隊伍進行全天單循環橋賽。參賽橋手們畢業

於成功大學、台灣大學、輔仁大學、靜宜文理學院、文化大學、清華大學、東

海大學、屏東科技大學、交通大學、海洋大學、東吳大學、實踐大學、嶺東科

技大學等學校。參賽者中有夫妻檔、有父女檔、也有美國現役女子青年國手參

賽。

南加州四個組織將舉辦第二屆「南加州國慶盃橋牌校際邀請賽」。（南加州成大校友會）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cate/la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5%8A%A0%E5%B7%9E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5%8D%97%E5%8A%A0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5%8F%B0%E7%81%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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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召集人聖瑪利諾市前市長，也是成大校友的孫國泰表示，在慶祝雙十國慶

的光輝10月，特別舉辦校際之間的隊制 (Team Match) 橋牌邀請賽。希望藉該

活動聯誼南加州僑界各社團與主流社區橋藝界人士，達到以橋會友、豐富生活

的目的，更讓主流社區了解台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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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08  健康醫療網／記者曾正豪報導

 荔枝農左大腿疼痛　檢查竟是20多處攝護腺癌骨轉移

根據衛生福利部公布的最新109年國人十大死因，攝護腺癌位居十大癌症死因第5名。

莫名疼痛，小心是攝護腺癌骨轉移！南部一名荔枝老農的左大腿經常莫名痠痛，卻長期忍受不適，照常下田工作，沒想到去年症狀加劇，諮詢骨科醫師發現

一步檢查，PSA指數竟超過1千（正常值小於4 ng/ml），且全身20多處骨頭已遭攝護腺癌細胞侵犯，確診為高風險轉移性攝護腺癌。

收治個案的成大醫院泌尿部主治醫師吳冠諭表示，從電腦斷層掃瞄檢查可以發現老農，包括骨盆、脊椎、左大腿、肋骨和兩邊上肢，全身超過20處出現攝

轉移，情況相當危及。幸好，老農在經過評估，接受傳統荷爾蒙併用新一代荷爾蒙藥物治療，3個月後PSA降至1以下，且影像學顯示骨轉移腫瘤明顯淡化

多，疾病控制穩定，狀態生龍活虎，可以繼續當個開心農夫。

攝護腺癌≠溫和癌症　注意高風險轉移性攝護腺癌指標 
根據衛生福利部公布的最新109年國人十大死因，攝護腺癌位居十大癌症死因第5名，其中約。在過去，一般人認為攝護腺癌是一種溫和的癌症，即使不治

以存活超過10年以上，然而，近年醫界發現，攝護腺癌有高、中、低的風險之分，如果癌友屬於高風險族群或已出現癌轉移，都應該積極治療。 

高風險轉移性攝護腺癌有3個指標：第一是格里森分數8分以上，代表細胞分化程度較差；第二是4處以上骨頭轉移，且轉移處除了常見的骨盆和脊椎之外

1處在非中軸位置（如四肢）；第三為臟器轉移，如肺轉移或肝轉移。只要3項中符合2項，即屬「高風險轉移性攝護腺癌」。另外，針對沒有轉移的攝護腺

PSA指數倍增的時間越短，風險也越高。 

高風險攝護腺癌治療要趁早　新舊荷爾蒙治療聯手助延命
相較於中低風險，高風險性攝護腺癌的病程發展快、易轉移、死亡風險高、生活品質差，傳統荷爾蒙治療的效果有限。不過，近年研究發現，併用傳統和新

蒙治療，有助突破高風險攝護腺癌的治療瓶頸。

吳冠諭醫師指出，高風險攝護腺癌治療要趁早，目前健保針對高風險轉移性攝護腺癌給付兩類新一代荷爾蒙藥物，一種是從源頭阻斷男性荷爾蒙的生成，另

擋男性荷爾蒙與攝護腺癌細胞的結合。兩類藥物的原理作用不同，但對於PSA下降與骨轉移的控制、存活時間的延長、生活品質的改善，都有不錯的裨益

間為例，研究顯示，高風險轉移性攝護腺癌以前平均存活時間僅2-3年，但在新舊荷爾蒙藥物的幫助下，平均存活可延長至4-6年。 

現代資訊發達，民眾經常上網尋求解答，但網路講的不一定適合每個人。吳冠諭醫師提醒，攝護腺癌治療已走向個人化時代，臨床會依據個體的身體狀況

物耐受性等情況，綜合評估後量身訂做治療方針。建議攝護腺癌癌友治療前，先與醫師充分討論與溝通，再找出個人最佳治療對策，追求較好的疾病控制

加入【健康醫療網】，天天關注您健康！LINE＠ ID：@healthnews 
訂閱【健康愛樂活】影音頻道，閱讀健康知識更輕鬆

https://www.healthnews.com.tw/
https://www.healthnews.com.tw/news/
https://www.healthnews.com.tw/news/article/51574
https://line.me/R/ti/p/@healthnews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pvrDl-4KH5W4T4YI7AA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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