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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 109 級畢業典禮 
勇敢翱翔撰寫自己的「小成故事」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9.6.6 
六月驪歌聲唱，成功大學今年畢業典禮很不同。109

年成大畢業典禮 6 月 6 日上午舉行，因應防疫，典禮別
開生面，選在三個成大戶外地標「雲平廣場」、「工設歷
史廣場」及「博物館前廣場」同步舉辦，分別由蘇慧貞校
長、林從一副校長及蘇芳慶副校長主持，現場以連線方
式，將校長致詞的畫面傳送到另外兩個會場。蘇慧貞校
長在致詞中勉勵畢業生，2020 年面臨百年來前所未見的
疫病衝擊，我們要帶著知識的光與力量，懷抱創新、改變
的決心，為世界與人類社會貢獻所能。她也期許同學，隨
時承擔責任、誠實生活，以專業和尊嚴迎向充滿挑戰的
未來。 

畢業典禮當日陽光普照，夏風和煦，成大三個戶外
會場搭起巨大帳棚和涼風設備，舉辦畢業盛會。全場謹
守防疫規定，並採取實名制、限 500 人以下入場。因為
分散三個會場，今年畢業典禮也難得邀請了三位貴賓演
講，分別是「鬼才導演」盧建彰、「女人迷 Womany」主
編柯采岑，和 Blink 創辦人楊涵茜。畢業生致詞則有 8 組
代表，分別在不同會場登台。三個會場全場活動線上直
播，讓未能出席的畢業生和家長可以同步觀禮。 

蘇慧貞校長致詞時表示，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曾說，
如果天總不亮，那就摸黑過生活。如果發出聲音是危險
的，那就保持沈默，如果自覺無力發光，那就別去照亮別
人。但是不要習慣了黑暗，就為黑暗辯護，不要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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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且而得意洋洋，不要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

更有熱量的人，人可以卑微如塵土，但千萬不可

以扭曲如蛆蟲。她強調，89 年來成大的進步與

發展，校友的成功與榮耀，都是在挑戰中堅持理

想更上高峰，並非是憑空而得，期許畢業生，抱

持著調適改變與創新的決心，擁抱生命，以專業

尊嚴迎接挑戰，造就更精采的人生。 

蘇慧貞校長在結束雲平廣場連線致詞後，
特地前往工設歷史廣場、博物館前廣場的典禮
會場，親自向畢業生致意，送上祝福。隨後蘇慧
貞校長、蘇芳慶副校長、林從一副校長親授畢業
證書，九大學院師長逐一為院系畢業生代表撥
穗，成大不分系學程畢業生也由張俊彥副校長
代表撥穗、送上祝福，象徵在成大孕育四年的麥
穗已茁壯飽滿，準備好迎接下一嶄新階段。 

三個典禮會場，三場貴賓演講，各自展現不
同人生的經驗與魅力。導演盧建彰不失本色，演
講前先播放他的作品「下一個十年，你會在哪
裡」。影片以「22k」數字為主軸，帶出「你的
月薪會增加，人生不會，在剩下不到 22k 的日
子裡，你要學會設計你自己的人生。」他說，如
果人生是一場旅行，那每天就是小旅行，應該要
思考的是不「虛」此行還是不「須」此行。20 年
後，在場的同學們會成為領導階層，期望每天都
做個成功人士，不是狹隘的賺大錢；學會了不會
的事情，掌握自己的人生，每天都是有意義的一
天。 

「女人迷 Womany」主編柯采岑，以過來人
身分告訴畢業生，出了社會後，必須面對自己永
遠都不夠厲害這件事，但學習永遠不嫌遲，也會
使人不再害怕，進而產生行動。她也透露，從來
沒有規劃過要進入媒體工作，也沒有想過要成
為一個主編，「我只是非常清楚，我想捍衛平等
自由的價值。我們不能沒有想要捍衛的事情，選
擇捍衛的事情往往也就說明了自己是誰，這是
比工作、職銜、職涯規劃都更重要的事。」她祝
福所有人都能真誠地成為自己，這是這輩子最
重要、也是唯一的課題。 

「世界不太友善 你可以選擇勇敢」。Blink
創辦人楊涵茜與畢業生分享她在大學時期瘋狂
求職不斷受挫折的經驗，以及在這些歷程中所
試煉出來的堅定創業熱情與夢想。她不諱言的
說，追求夢想的途中有許多的挫敗、孤獨和痛苦，
不過，這都讓人更加清醒且眼神堅定。她以自己
的經驗期勉畢業生無所畏懼，以熱情去探索、去
嘗試、去驗證、去產出，勇於追夢。 

今年畢業生代表致詞採取自願報名制，共
有 8 組代表通過徵選。來自馬來西亞企管 109 的
王可親說，以前對於「孟母三遷」總抱持懷疑態
度，來到成大才發現，環境真的可以潛移默化改 

 
畢業生致詞感謝成大培育並表示成為成大人是此生不悔的決定 

變一個人。「謝謝成大的培育，使我成長。成為
成大人，是我此生不悔的決定。」 

「光復與成功校區路口，每節下課都上演
著腳踏車大拼搏。綠燈一亮，每個人都在心中吶
喊著『讓開，我先過！』」機械系黃少凱、林嘉
鈞兩人組隊代表致詞，一搭一唱，細數成大人的
日常，以幽默詼諧的言語與大家一同告別過往、
放眼未來。他們說，在這個混亂時間點畢業踏入
社會，難免不安，但在成大四年的修煉，將讓自
己有足夠的能力去面對，穿越這場名為疫情的
暴風雨，找到屬於自己的蔚藍海域。 

EMBA109 級方仕豪有感而發地的說，
EMBA 的學生是離開校園，出社會打拼後，重
拾課本再回到校園的「社會人士」，在師長的教
導與協助下，學會結合經營實務與管理理論，將
策略方針與實行計畫落實在事業與工作職掌上，
許多學長姊都獲得不錯的經營績效與職位升遷。
「能在既有的成就中，不斷進步及更上一層樓
的躍進與突破，謝謝成功大學，謝謝 EMBA。」 

驪歌在耳際響起，熾紅的鳳凰花映入眼簾，
今年畢業季的主題是「小成故事」，轉瞬間畢業
生們的小成故事也已進入尾聲。典禮現場，許多
畢業生紛紛打電話或傳訊息，向父母表達感謝
言語，話語、笑聲與啜泣聲此起彼落。藥學系應
屆畢業生邱同學表示，雖然父母不能親自參與
畢典，但能在典禮中打視訊電話向媽媽說謝謝、
分享完成學業的喜悅，內心感恩又激動。 

 
典禮現場畢業生打電話或傳訊向⽗⺟表達感謝場⾯溫馨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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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應屆畢業生王同學說，

自己進入職場後為了自我實現再度回到校園，
期間身體出了狀況，經過多年堅持與歷練，今天
終於學成畢業。典禮過程一度因為太感動，與太
太相擁而泣，他非常感謝太太與女兒一直以來
的支持，讓自己能完成學業。 

6 月 6 日蔚然「成」風，輕拂每個離情感傷
的臉龐，也吹起無數展翅待翱翔的理想，109 畢
業典禮在校歌合唱、拋帽禮和感恩聲中結束，開
啟畢業生下一個階段的人生旅程。（撰文／張怡
婷、孟慶慈 攝影／蘇弘毅、陳奕維、劉子端）

成大 109 年畢業典禮在校歌合唱、拋帽禮和感恩聲中結束 

 

6 月 6 日蔚然「成」風，祝福成大 109 年畢業生勇敢創新突破真誠成為自己 

♦更多「小成故事」請見：成大 109 級畢業典禮照片精選特輯 
（http://news.secr.ncku.edu.tw/p/404-1037-20832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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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自我照顧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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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成功大學 107學年度(108級)畢業生畢業 1年流向調查進行中** 
**成功大學 105學年度(106級)畢業生畢業 3年流向調查進行中** 
**成功大學 103學年度(104級)畢業生畢業 5年流向調查進行中** 

 
敬愛的校友：您好！ 

猶記驪歌響起，自母校畢業的您就此進
入另一段旅程，師長們均非常關心您的畢
業動態及就業情形。同時為配合教育部及
校方作為高等教育、校務發展及系所課程
規劃與校系友服務之重要參考，特編制此
份調查問卷，請您撥冗填寫，謝謝您的合
作！ 

為鼓勵本校畢業生填答，以提高填答率，
將分別針對畢業後 1 年、3 年及 5 年的畢
業生各提供 5 台平板電腦做為填答抽獎
贈品，問卷調查結束後，系統將分別自動
抽出各 5 名畢業生，由本組通知受獎人並
依規定扣繳所得稅。 

107、105 及 103 學年度畢業 1、3 及 5 年流向問卷網址： 
http://ques2.osa.ncku.edu.tw/~gfssys/index.php?auth 
聯絡電話：(06) 2757575 分機:50485/50481 
主辦單位：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協辦單位：全校各系所、僑生與陸生事務組(分機 50460)、國際學生事務組(分機 50990) 
 
 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Career Consultantivision



NCKU Student Affairs Newsletter No. 185    9 

活動快報                                                                             

學務新鮮事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講者) 活動地點 主、協辦單位 
7/5(日) 
18:00-22:00 

109 級畢業演奏會 成功廳 國樂研究社 

7/15(三)-7/19(日) 
07:50-16:00 

成大慈幼社第九十三屆暑假閱

讀營 嘉義縣竹崎鄉龍山國小 慈幼社 

7/15(三)-7/20(一) 
08:30-22:00 

第十六屆成大管樂研習營 學生活動中心第三會議室、

第四會議室 管弦樂社 

7/17(五)-7/21(二) 
08:00-22:00 

2020 成大航太科技研習營 成大 成大航太系學會

7/17(五)-7/21(二) 
08:00-22:00 

2020 成大建築營 成大 成大建築系系學

會 
7/20(一)-7/24(五) 
08:00-22:00 

第 9 屆大學生活體驗營 成大 成大學生會 

 

社團得獎資訊 

社團名稱 得獎項目 

合成生物學研究社 

2019 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
Undergraduate Grand Prize Winner 
Undergraduate Best Presentation 
Undergraduate Best Model 
Undergraduate Best Hardware 
Undergraduate Best Measurement 
Undergraduate Best Therapeutics Project 

分子設計研究會 Biomolecule Design Competition 
Silver Project Award 

保齡球社 
108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保齡球錦標賽 
一般男生組團體賽 第二名 
一般男生組三人賽 第二名 

保齡球社黃鈺修 108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保齡球錦標賽 
一般男生組盟主賽 第一名 

保齡球社王義傑 108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保齡球錦標賽 
一般男生組盟主賽 第三名 

 
 

重要宣導 

 請各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留意網頁公告事項  
 

109 年社團 (暑假營隊)注意事項宣導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208238,r93.php?Lang=zh-tw 

請辦理暑假期間社團活動與營隊者留意網頁公告事項，詳細資料請參閱如後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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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趨緩｜第一波鬆綁政策  

大家好，配合疫情指揮中心政策，第 1 波鬆綁事項如下： 

6 月 8 日（一）中午 12 時開始  ❶ 單一出入口｜限制解除 
學生活動中心、芸青軒各出入口（含電梯）開放通行，但配合實名制政策，請各位依舊刷卡
進出。 
【兩人進就兩人都要刷，請不要尾隨，同行的人也記得提醒要刷】 
若無法落實實名制造成防疫缺口，將重新考慮開放政策。 
如有校外人士，務必事先申請後才能進入。 
活動結束後，依舊需繳交參與人員名冊。 
同時請確實掃描 QRcode 紀錄足跡。 ❷ 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芸青軒第一討論室、芸青軒第六討論室｜重新開放 
鑒於空氣流通尚無法完好改善，請各社團於空間進行活動時務必保持社交距離或配戴口罩。 ❸ 冷氣｜夜間限制解除 
如有需要可至辦公室拿取冷氣遙控器，請留意必須保持門窗開啟至少 15 公分。 
平日白天｜活動組辦公室 
平日夜間、週末｜社聯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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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June 2020 

因應 2020 南區就業博覽會取消，同學仍可以以下方式了解企業最新徵才訊息： 
1. 生涯組網頁 及 官網 輪播之電子廣告

2. 企業求才網-職缺訊息

3. 本校首頁 及 生涯組網頁 公告隨時更新最新徵才活動及資訊

4. 生涯組臉書粉絲團 公告或分享徵才活動及資訊

5. 電子郵件轉發徵才訊息(每周一次)
6. 生涯組網頁提供廠商列表供查詢

7. 官網徵才資訊(含公司列表、工作機會、應徵方式 等)持續更新

8. 國際處公告招募境外生廠商列表

9. 全校活動資訊 系統提供線上徵才說明會報名及相關資訊

http://grad.osa.ncku.edu.tw/index.php
http://jobfair.osa.ncku.edu.tw/gradjobs/jsp/NewsAction.do
https://career3.osa.ncku.edu.tw/career/Login/
https://web.ncku.edu.tw/index.php
http://grad.osa.ncku.edu.tw/p/403-1054-96-1.php?Lang=zh-tw
https://www.facebook.com/%E6%88%90%E5%8A%9F%E5%A4%A7%E5%AD%B8%E7%94%9F%E6%B6%AF%E7%99%BC%E5%B1%95%E8%88%87%E5%B0%B1%E6%A5%AD%E8%BC%94%E5%B0%8E%E7%B5%84-122698837912938/
http://grad.osa.ncku.edu.tw/p/406-1054-204284,r96.php?Lang=zh-tw
http://jobfair.osa.ncku.edu.tw/gradjobs/jsp/infotainment/infotainment_1.jsp
http://isad.oia.ncku.edu.tw/p/406-1066-205916,r11.php?Lang=zh-tw
https://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m=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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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寬頻                                                                             

109 年暑假住宿申請(5/19-5/29 線上全期) 
一、 本校 109 年 5 月 6 日第 202 次行政會議臨

時動議第一案決議辦理。 
二、鑒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逐漸趨

緩，本校境外移入須進行居家檢疫學生數
逐漸減少，且政府機關廣設防疫旅館等因
素，即日起凡本校學生，自境外移入須進行
居家檢疫者，若有住宿需求，請逕至中華民
國交通部觀光局「防疫旅宿」專區查詢。網
址： https://taiwanstay.net.tw/covhotel/ 。 

三、另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範，本校學生

若接受新冠肺炎篩檢，屬於自主健康管理
身分，有住宿學生宿舍之需求者，請依下列
說明辦理: 

(一) 請至住宿服務組網頁申請，住宿服務組將
依實際床位狀況安排住宿位置，申請網址： 
https://tinyurl.com/NCKUSHMD-apply/ 。 

(二) 申請案經核准後，應遵守學校相關規定，不
得違反。若違反相關規定者，將依傳染病防
治法規定，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填寫 108 學年度學生宿舍滿意度調查! 抽 200 元禮券! 
(109/6/5 10:00-109/6/19 10:00) 

一、為瞭解本校住宿學生對住宿服務品質之實
際感受與滿意度狀況，特進行本次問卷調
查，作為宿舍服務品質改善之依據，請同
學踴躍填答。 

二、 填答對象：本校 108 學年度住宿學生。 
三、 填答時間：109 年 6 月 5 日上午 10 時至

109 年 6 月 19 日上午 10 時止。 

四、 問卷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hsdqu/  

五、 獎勵方式：填答截止後，將以電腦隨選 10
名填答者，每名可獲得 200 元禮券。得獎
名單將於 109 年 6 月 23 日上午 10 時公告
於住組首頁。 

 
 

學生宿舍部分宿舍自修室自 109 年 6 月 8 日起重新開放使用 
一、 各棟學生宿舍自修室及其他公共空間因配

合防疫作業，於 109 年 3 月 6 日公告暫停
使用。因目前疫情趨緩並考量住宿生使用
需求，將自 109 年 6 月 8 日上午 9 時起開
放部分宿舍自修室供該棟宿舍之住宿生使
用，開放使用之自修室詳如附表 1。 

二、為配合本校整體防疫策略、維護全體住宿
生健康安全，使用者除須遵守該棟宿舍自
修室之使用規範外，亦須於進入自修室前

完成手部清潔消毒，並掃描 QR CODE 完成
足跡登錄後，始得使用自修室。 

三、自修室開放後，宿舍工作人員將不定期巡
視並確認使用者之足跡登錄狀況，使用自
修室者須配合出示足跡登錄紀錄。如有使
用者如不配合出示足跡登錄紀錄或未事先
完成足跡登錄即使用自修室，該自修室將
自翌日上午 9 時起停用一週。 

 
開放使用自修室列表 

宿舍 自修室位置 宿舍 自修室位置 
勝一 B1F 小自修室 勝九 1-4F 自修室 
勝二 2F 自修室 光一 2-10F 自修室 
勝三 1F 自修室 光二 8-10 樓自修室 
勝八 2F 自修室 敬一 B1F 自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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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暑假期間提醒同學們的活動安全注意事項 
各位親愛的同學們： 

暑假將屆(7 月 6 日起至 9 月 6 日止)，為維
護同學健康、安全，建立正確的自我防護觀念，
除鼓勵同學們從事有益身心之休閒活動外，更
提醒大家避免涉足不良場所或從事有安全顧慮
之工作，因而肇生意外事件；即使在暑假期間，
各位同學的安全依然是各級師長最關心的事，
所以就下列相關安全注意事項加強提醒： 
一、室內活動：於室內場館（電影院、百貨公司

賣場、KTV、室內演唱會等）活動時，應先
觀察逃生路線及逃生、消防設備（緩降機、
滅火器）的位置。謹慎交友，勿涉足不正當
場所、沉迷網咖、吸食毒品，以免衍生不良
後果。另鑑於全球新興毒品變化快速，尤其
混合性毒品對人體的傷害仍有待檢驗，同
學均需具備相關知識和敏感度，才能有效
防範。 

二、戶外活動：從事登山、海灘等戶外活動時，
應隨時注意氣象預報，避免進入土石流、瘋
狗浪等潛在危險區，切勿前往無人管理的
海邊、河川、溪谷戲水或游泳，以確保安全。
系學會或社團辦理的活動，除應告知系（所）
外，亦請通報本校校安中心，以利即時因應
與協處突發事件。 

三、交通安全：騎乘機車請正確配戴安全帽、勿
酒後騎車，行車勿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
話及勿當低頭族、禁止飆車、不疲勞駕駛、
勿無照騎車，並勿將機車借給無適當駕照
的人；大型車轉彎半徑大並有視覺死角，應
避免過於靠近行駛於大型車前或併行，以
維護生命安全。 

四、工讀安全：如要打工，應注意工讀環境安全
及求職廣告詐騙陷阱、慎防職業傷害，並瞭
解勞資法律，保障自身權益，以免吃虧受騙
或影響安全；萬一發生受騙或誤入求職陷

阱，可撥打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成立之
諮詢專線：0800-211-459 請求協助。 

五、詐騙防制：近年來電話詐騙恐嚇取財事件層
出不窮，為避免受騙，若有外出，務必告知
行程、聯絡電話，並留下 1 至 2 位要好同
學或朋友電話，供家長必要時聯絡，並適時
運用「165」反詐騙諮詢專線。 

六、賃居安全：使用瓦斯熱水器沐浴或瓦斯爐煮
食時，要注意室內空氣流通，使用時切勿將
門窗緊閉，易導致因瓦斯燃燒不完全，而肇
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此外，外出或就寢前
亦必須檢查用電及瓦斯是否已關閉，以確
保安全。 

七、學生宿舍安全：暑假期間仍有部分同學留宿
宿舍，提醒同學養成寢室上鎖的習慣，避免
宵小有可趁之機。 

八、注意可疑人物：暑假期間因校園內學生較
少，如有發現可疑人物(竊盜、偷拍、詐
騙)，請立即通報系所、館舍、駐警隊、軍
訓室協助處理。 

九、留校學生安全：提醒同學避免單獨留在教室，
勿單獨太早到校，太晚離開校園，務必儘量
結伴同行或由家人陪同，絕不行經漆黑小
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 

十、發生意外事件之通報與聯繫管道：經常瀏覽
學校網頁，以瞭解學校最新消息；同學於暑
假期間發生各類意外事件，可與本校校安
中心 06-2757575 轉 55555（24 小時專線）
聯繫尋求協助，教官們將全天候及時的協
助同學處理相關事務。 
「多一分注意，多一分保障」，建立安全防

險觀念，學會自我保護之道，具備危機意識，方
能在暑假期間享受快樂與安全的休閒活動，進
而達到身心調劑及學習成長目的，敬祝各位同
學暑假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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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毒品超會「裝」，男生女生都要注意

 
「請注意小孩的零食，可能被摻了不知名毒品
成分」。 

 
 

高等法院檢察署指出，2019 年年底掃毒的
重要武器是各地檢署建置的「毒品資料庫」，透
過吸毒者的連絡網絡，彙集以往獲取及蒐證的
情資並加以分析，警方查獲上千名藥頭藥腳及
各級毒品，還破獲多處大麻栽種場所。將查獲到
的新興毒品一字排開，都是以咖啡包、飲品或科
學麵、小熊軟糖偽裝而成，外型相當精美。 

至於近年坊間流行的新興毒品包裝大致分
為 4 種，一是含春藥或毒品成份的神仙水、浪
漫之夜等液態毒品包裝；二是偽裝成即溶咖啡、
奶茶等的毒咖啡、毒奶茶包；三是偽裝成諸如跳
跳糖、科學麵、梅餅、軟糖等的零嘴。 

校安中心提醒同學，拒絕濫用藥物，拒當非
法毒品的「白老鼠」！如前往特定場所，一定要
特別留意周遭環境，切勿食用來路不明偽裝的
咖啡包、奶茶包等物，以確保自身安全與健康。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請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非法影印書籍、教材 
一、依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就其著作專有重製

之權利，影印係重製方法之一，影印他人著
作，除有符合著作權法第 44 條至第 65 條
規定之合理使用情形外，應事先取得著作
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始符合著作權法
的規定。 

二、影印國內、外之書籍，如係整本或為其大部
分之影印，或化整為零之影印，這種利用行
為均已超出合理使用範圍，會構成著作權
之侵害行為，如遭權利人依法追訴，恐須負

擔刑事及民事之法律責任。為尊重智慧財
產權，請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
非法影印他人著作，以免觸法。 

三、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校園著作權宣導資料已
上傳網站（http://www.tipo.gov.tw/），取得路
徑為：網站首頁/著作權/著作權知識+/校園
著作權(直接連結)，歡迎連結參考、運用。 
校安中心提醒同學為尊重智慧財產權，請

各位同學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切勿非
法影印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 

 
～ 學務處軍訓室關心您的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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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菁英人才成功基因—從《成功》邁向成功 
日期：109/5/31(日)09:00-12:00  

地點：學生活動中心會議室 

講者：中華企經會郭國平主任 
 

    機會是留給敢抓住的人~而不是準備好的人，
對於過去、現在與未來，教練勉勵各位：誠實檢
討過去、完整規劃現在、行動實踐未來，來當作
自己面對所有事情的目標。而今面對萬變的世界，
身為一位菁英必須做到在面對新事物相信的程
度與改變的速度，蒐集資訊、管理資訊、運用資
訊的方式與速度決定了一位菁英的高度與輸贏。 

    教練談到菁英人才應具備的要件：專業知識
（學理與實務結合、跨領域知識結合）、組織運
作力（瞭解企業各組織功能，善於動員不同部門
資源達成任務；紮實的三大運作力：團隊凝聚力，
溝通協調力，任務執行力）、敬業態度與個人操
守（敬業態度：每一個決策及步驟都以自己是企
業主的同理心面對；個人操守：操守不只是正直
清廉，而是有願與人分享工作上成就的胸襟與行
事透明化的風範）、人脈（人脈不是以量取勝而
是質，如可將自己的人脈融入在企業相關的運作
上，並為企業帶來正面的實質運作效益，進而獲
利，應是絕對的加分，但要避免公私不分）、擁
有夢想。 

    接著教練複習了之前提到的 5C 與 3P 人格
特質：1.Communication（溝通）2.Cooperation（合
作）3.Coordination（協調）4.Creation（創新）
5.Change（變革）與 1.Professional（專業） 
2.Passion（熱情）3.Performance（績效）。這個時
候教練特別強調了態度的重要性，在職場培養積
極的應對進退法則與不遲到的好習慣很重要，在
會議前提早 10 分鐘到場做準備等小細節，且工
作如果再怎麼不順心，起碼做一年才能走，不要
太快且太常更換工作；且起碼在職場熬三年才能
有所成。因此又有了 5B 工作準則： 

1. 熱情歡迎 Be Welcoming 

2. 誠心誠意 Be Genuine 

3. 熱愛分享 Be Knowledgeable 

4. 貼心關懷 Be Considerate 

5. 全心投入 Be Involved 

知識改變命運，學習成就未來，因此不能囿
於過去所學的知識，必須坐在現在位置上，決策
未來的事情。 

    國平教練也指導了我們時間管理的重要性：
將其分為重要的事和緊急的事，而教練特別強調
重要性優於緊急性，因為重要的事影響層面較大！
所以落實時間管理的第一步，就是手上永遠要有
一張清單！ 

    最後是制度和法規的重要性，正確的領導方
式能夠獎優懲劣，不是你單打獨鬥的去做事，而
是設定一個目標，動員一群人共同去達成；領導
者無需樣樣精通，只要你懂得找對人、會用人、
能育人、能留人。更重要的是：領導者應先做好
自己本分再要求別人；先解決心情再解決事情；
態度決定高度，企圖決定版圖，格局決定結局！ 

(取自中華企經會小組課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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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遊會》-認識成大活動

國立成功大學為持續推動校園內多元文化
友善環境，致力於營造族群和諧與多元發展，重
視校園內每一位成長背景迥異的同學，更希望
來自臺灣各地與世界各處的學子報考本校，而
能被妥善照顧、得適性發展，透過至高中校園介
紹成功大學校園，提升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入
學機會。 

 

    109 年 5 月 15 日與 6 月 10 日分別由本校
學生事務處洪敬富學務長與原資中心樂鍇主任
帶領本處相關組室人員及在校大學生，前往台
東縣蘭嶼高中、花蓮縣玉里高中兩校校園進行
宣導，介紹成大學生事務相關資訊與業務內容，
以近距離互動方式讓學生更加了解大學生活與
相關須知，期能鼓勵學生繼續升學，並朝向更多
專業領域發展。 

蘭嶼高中連校長與洪學生事務長合影 5/15(五)蘭嶼高中--洪學生事務長致詞 

蘭嶼高中全體大合影 6/10(三)玉里高中  樂鍇主任致詞 

6/10(三)玉里高中  大學生活與學習經驗分享 6/10(三)玉里高中  全體合影 



22    June 2020 

幸福.com                                                                  

芳療、正念與情緒改善 
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  錢靜怡 諮商心理師

    芳療植物的運用從古早時代的藥草典籍治
病紀錄傳承至今，現代則因著科技的發展與研
究方法與器材進步，對芳草藥用植物透過跨領
域的合作而在藥理學、植物化學及精油化學分
子如何對人體的身心機轉上有著更多的認識與
研究。筆者在成大工作多年，會利用每學期的空
檔帶領教職員及學生運用精油進行放鬆紓壓工
作坊，在進行過程感受到透過嗅吸精油分子即
能快速改變個體的想法與感受，也對於每個人
吸聞相同的精油卻展現不同的想像感到好奇與
有趣。以下的內容筆者就針對精油在嗅吸的影
響上整理與摘要幾個重點，並輔以近年超夯的
正念讓正在觀看的你可以運用手邊的抗菌精油
來個正念芳療體驗，改善因 COVID-19 疫情所
引起的不安、焦慮與提升自我因應的免疫力囉！ 

精油對情緒與記憶的影響 

一、Rachel Herz 是美國布朗大學終身教授，全
球公認嗅覺心理學界最頂尖的科學家，在
她諸多的研究中發現透過氣味比起其它的
感官更有誘發情緒的能耐：讓我們滿心歡
喜或怒氣衝天，使我們熱淚盈眶和心痛不
已，挑起我們內心的恐懼或撩撥我們的慾
望。探索氣味引發記憶的作用時，觀察到氣
味能喚起一個人過往的快樂回憶，提升正
面情緒減少負面情緒，降低壓力及減少免
疫系統發炎反應的可能性。 

二、諾桑比亞大學心理學系Mark Moss(2003)及
夥伴進行迷迭香和薰衣草精油對認知和情
緒影響的實驗研究，以測試記憶力與警覺
度，實驗組不知精油擴香為研究的一部份，
對照組則不使用精油，其結果發現薰衣草
精油降低了工作記憶的表現，減弱記憶力
和專注力的強度和時間；迷迭香精油則提
高了工作記憶的速度、品質與警覺度。 

三、Moss & Oliver(2012)針對 22名受試者 在充
滿迷迭香精油的環境中進行數學任務，觀
察到在 1-8 桉油醇含量較多的環境有助於
提高解題的效率。 

四、Haze et al. (2002)調查成人嗅聞精油時對交
感神經活動的影響，並在血液樣本中測量
血壓與兒茶酚胺，結果顯示與吸入檬檬酸
三乙酯這種無味溶劑相比，嗅聞黑胡椒、茴
香或葡萄柚等精油，交感神經的活動量相
對增加 1.5 至 2.5 倍；嗅聞玫瑰、廣藿香精
油，交感神經的活動量則相對降低 40%。 

五、 Chang & Chen(2011)研究佛手柑精油對自
律神經系統的影響，受試者在充滿精油香
氣或噴霧的環境裡 10 分鐘，分別測量在吸
人精油的前、中、後測量其血壓與心率，結
果為精油在推動自律神經系統上趨向平衡
狀態。 

不能以意志控制的神經為自律神經，又
分為兩大類：交感神經掌管工作時的狀
況，而副交感神經負責休養身體，大部份
器官的功能由兩者共同調節，當交感神
經及副交感神經不協調時，就稱為自律
神經失調。因此嗅聞精油芳香芬子的氣
味，可以喚起記憶、調節及平衡自律神經
系統的活動。 

氣味進入腦部的嗅覺徑路 

精油揮發時易與周圍空氣裡的氧分子結合，
隨著呼吸跟著空氣流入體內，在吸入含有精油
分子的空氣至鼻腔時，會先抵達並通過位於鼻
腔內部兩側頂端的嗅上皮表皮組織，經纖毛受
體細胞到嗅球，嗅球內負責傳遞訊息的僧帽細
胞沿嗅徑軸突前進，在前連合匯聚後上至邊緣
系統。邊緣系統與各感覺有關，內有相互連結的
功能構造，參與一系列複雜的心理與情緒間的
交互作用、生理及行為反應；也會往下經氣管進
入肺部，在肺部迅速地進行氣體交換，透過循環
系統傳遞至全身細胞，隨血液流動進入體內器
官與細胞。其氣體交換所生之二氧化碳從呼吸
細胞擴散到血液中，最終經支氣管與氣管將氣
體交換後的廢氣從口或鼻呼出體外。 

正念與芳療～利用精油嗅吸進行正念覺察練習 

正念是時刻保持覺察的態度、接納一切，
所有的感受和想法都只需要如其所是地
經歷，不用限制自我的覺知，察覺萬物如
是的本質。 

  注視著精油瓶、滴一滴精油在自己的左手上、
右手放下精油瓶、留意自己此時此刻的動作、將
左手與右手接觸後搓熱三下慢慢地將雙手往鼻
子處靠近，注意它散發出來的香氣，用力的吸聞
手中精油的味道在短暫的時刻裡感受此精油引
發你的任何感受或想法慢慢地呼出一口氣，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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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手向外推出去再慢慢地將雙手往鼻子處靠近，
繼續進行第二次的體驗吸聞手中精油的味道，
感受當下精油所引發的感覺與想法，呼氣，將雙
手向外推出去留意著、注意著自己所感受到的、
聞到的、想像到的請依此方式進行七次。 

  每一次精油帶給你的體驗都會不太一樣，只
要專注在精油嗅吸及一吸一呼間的體驗即可，
重要的是你對當下的覺察與接納，可以把自己
的體驗紀錄下來，讓自己存在此時此刻的芳香
分子裡。 

常見的抗菌精油 

呼吸系統中最具抗病毒、抗細菌的澳洲尤加利、
抗感染力的茶樹、廣用且藥學價值高的真正薰
衣草、平衡自律神經系統的天筑葵、有天然抗生
素之稱的野馬鬱蘭、溫和且具特殊抗病毒力的
羅文莎葉、強化呼吸道系統且能殺菌的桉油醇
迷迭香(請避免高劑量使用)等等。 
 

 

 

我的壓力，我最清楚—壓力的評估與覺察 

期末快到了，壓力爆表啦！！！！😱😱😱 

但是但是，壓力到底是什麼啊？可以吃的嗎？吃了會變超級塞亞人還是拉肚子（喂）？ 

Lazarus 與 Folkman 提出主觀取向的壓力理論，並將壓力界定為：「個體和環境的交互關係，當此
種關係被個體評估為超出其能力資源或會危害其幸福感時，即為壓力」。 ⋯⋯ 

因此，我們如何看待與評估自己的情境，也會影響所感受到的壓力程度。 

要如何以正確且合宜的方式來評估情境與發生在身邊的事件， 

以及如何調適自己的壓力呢？ 

且由我們的鄭乃中實習心理師帶大家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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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                                                                  

教您如何消脂保肝-談脂肪肝 

                           環安衛中心衛保組 宋雯雯 護理師編制

一、前言： 

「脂肪肝！要不要緊啊？」一家公司年度員
工健康檢查結果出爐，李先生看著自己的健檢
報告書上紅字寫著「脂肪肝」，發出疑問。「我也
有耶，」外號「胖哥」的小陳出聲回應。算了算，
同部門竟有將近半數同事有脂肪肝。(1) 

本校衛生保健組每年都會收到學校教職員
工生的體檢報告，不論是新生體檢或是員工體
檢，每年體重過重及肝功能過高的人數都佔有
相當程度的比例，在本校職業醫師諮詢門診中，
教職員工生倘若有肝功能過高轉介到醫療院所
去檢查的，絕大部分都發現有脂肪肝。而台灣約
每 2～3 個人就有 1 個人有脂肪肝。過去醫界多
認為脂肪肝無大礙，但近年發現，有些病人的脂
肪肝會演變成脂肪肝炎、肝硬化甚至肝癌。(1) 

別太意外，脂肪肝可說是台灣人最普遍的肝
病。台大醫院內科部主治醫師楊培銘指出，肥胖
是脂肪肝最常見原因。尤其現在台灣人吃得好
又吃得多，肥胖問題愈來愈嚴重。體重過重、意
即身體質量指數（BMI）在 25～30 的人，有一
半的可能罹患脂肪肝；假如 BMI 超過 30，那肝
包油的機率高達 85％。 

    除了肥胖，高血脂、尤其是三酸甘油酯過高
的人，酗酒、糖尿病控制不良、C 型肝炎、藥物
（例如類固醇、治療免疫風濕藥物）等也是引起
脂肪肝常見因素。  

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曾經針對 9000 名上班
族做腹部超音波檢查發現，罹患脂肪肝的比率
高達 43％，其中男性上班族更高達 49％。 

 

脂肪肝一般沒有症狀，也不一定會對身體造
成嚴重危害，但脂肪在肝臟堆積久了，會讓體內
產生更多自由基，容易造成肝臟發炎。一旦發炎
得厲害，肝就會纖維化（也就是肝臟正常組織被

破壞，被纖維化的結痂組織所取代）。肝纖維化
可能最後造成肝硬化、肝臟代償不全甚或肝癌，
甚至可能得走向換肝一途，才能活命。(2) 

二、何謂脂肪肝？ 

脂肪肝顧名思義就是肝細胞內充滿油滴，導
致脂肪組織堆積在肝臟中的一種情形，就是俗
稱的「肝包油」。脂肪肝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文明
病，由於沒有任何症狀，所以大部分的民眾，都
是從健檢的報告中發現自己有脂肪肝。脂肪肝
臨床上可分為兩大類：「酒精性脂肪肝」及「非
酒精性脂肪肝」。前者是因為長期飲酒所引起的
脂肪肝，因為酒精的熱量很高，超出的熱量就會
轉換成脂肪組織堆積。而後者多是因為高油脂、
高熱量的飲食習慣所造成。另外，代謝症候群、
肥胖、高三酸甘油脂、糖尿病等都是危險因子。
然而，體型瘦的人仍可能會有脂肪肝。(3) 

為什麼會罹患脂肪肝? 

脂肪肝的發生與飲食、環境以及個人體質有
關。主要原因是血流帶了過多的脂肪酸到肝臟，
超過了肝細胞可以處理的情況。若有吃太多、肥
胖(尤其是腹部肥胖)、糖尿病、高血脂引起的胰
島素抗性、粒線體功能差或肝細胞不能順利將
三酸甘油脂以脂蛋白的形式排出肝臟，三酸甘
油脂就以油泡的型式積在細胞質內。若再加上
肝細胞內的氧化壓力造成自由基對肝細胞的傷
害就可能發生脂性肝炎，那就比較不好了。氧化
壓力來自肝細胞內的過氧化體內脂肪酸的 β 氧
化作用。若粒線體負荷過重造成粒線體功能不
佳以及胰島素抗性的狀態都可能發生這樣的狀
況。其中，胰島素抗性也會使得肝細胞內
cytochrome p450 中的 CYP2E1 及 CYP4A 活性
增加，以致細胞內游離氧化自由基增加，
CYP2E1 在飢餓、糖尿病、肥胖及胰島素抗性的
情形下都會有活性增加的情況。 

肥胖的人(BMI>30)中 70 到 80 % 有脂肪肝，
其中約 20 % 有脂性肝炎。當然也有肥胖的人卻
沒有脂肪肝的，說到肥胖必須提到，一樣是脂肪，
皮下、四肢以及臀部的脂肪與腹部堆積的脂肪
對新陳代謝的影響卻是不一樣的，這就是為什
麼腹圍這麼重要。腹部的脂肪較腰、臀部的脂肪
不好，容易合併心血管問題，且腹部的脂肪溶解
後經靜脈血流到達肝臟，對肝臟的影響最大。腰
臀圍比，女性宜< 0.8，男性宜< 0.9。近來兒童或
青少年肥胖的問題日漸嚴重，脂肪肝也成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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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健康的問題，大約 2 % 以上的兒童或青少
年有脂肪肝。(4) 

三、脂肪肝變為肝癌危險因子 

慢性肝炎、肝硬化、男性，是過去醫界認為
肝癌 3 大危險因子，但國家衛生研究院人體生
物資料庫之「台灣肝癌網」針對沒有慢性病毒感
染的肝癌患者研究，3 大危險因子已經大不相同，
則為脂肪肝、糖尿病和三酸甘油酯過高，而且女
性也不例外。此研究發表在《肝病學通訊》
（Hepatology Communication）。 

“脂肪肝成為新沉默殺手。” 

脂肪肝就是肝包了油，肝細胞堆積了油泡，
如同肝臟上貼著一層培根肉。初期沒有症狀，最
常在健康檢查中由腹部超音波發現，目前沒有
官方統計，但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於 2018 年在
新北市大型腹部超音波篩檢發現，55％的人罹
患脂肪肝，超過兩人就一人。(5) 

四、如何診斷脂肪肝  

脂肪肝或脂肪肝炎一般沒有症狀，很多人是
在健康檢查發現，或者是肝功能異常升高才會
出現如疲倦、噁心、厭食、黃疸、右上腹腫脹等
不適。(1) 

在沒有超音波儀器的時代，脂肪肝必須經由
肝臟切片進行診斷。在顯微鏡下若肝細胞含脂
肪量達 5%以上，就叫做脂肪肝。如果合併有肝
細胞壞死及發炎細胞的現象則稱為脂肪肝炎，
而合併肝臟內纖維組織的增生則稱為脂肪性肝
纖維化甚至是脂肪性肝硬化。如今大多數的診
斷均由腹部超音波檢查取代，其診斷脂肪肝的
準確率可高達 97%，所以超音波檢查是目前安
全性高、簡單且準確的方法。(6) 

馬偕醫院肝膽腸胃科主治醫師朱正心也表
示，超音波是現今診斷脂肪肝最安全準確的工
具。如果： 

●超音波發現脂肪肝， 

●肝功能指數超過正常值兩倍（正常值 SGOT、
SGPT＝5～40）， 

●體態肥胖，並且排除 B 型、C 型肝炎、酒精性
肝炎、自體免疫疾病、藥物問題等常見的肝炎
病因，即可為脂肪肝炎。 

如果肝功能大於正常值 5 倍，醫師會建議做
肝臟切片，進一步確認肝臟組織是否進展到纖
維化、硬化階段。但因多數脂肪肝炎病患並無症
狀，所以接受肝臟切片這種侵襲性檢查的意願
很低，所以多半以抽血、超音波追蹤。(1) 

五、脂肪肝如何治療？ 

減重與運動是目前唯一確認有效的脂肪肝
治療方法。脂肪肝其實是一種可逆的狀態，很多
病患發現脂肪肝後，經過生活習慣的調整—減
少食量、減重多運動後，脂肪肝就消失了！運動
不但可以消耗熱量，更可以增加身體對胰島素
的反應。除此之外，減重還有很多要注意的事情，
吃得好、吃得對也非常重要，有人甚至認為均衡
營養的重要性超過減重。營養素的缺乏(尤其是
抗氧化劑的缺乏)會對肝臟造成傷害，對脂肪肝
的影響比正常人還更嚴重，因為脂肪肝的人肝
臟內的抗氧化劑量會減少(可能因為氧化壓力大、
消耗多所致)。所以減重除了吃得少以外，一定
要注意營養素的均衡，不可偏廢。(4)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治療 

首先要強調的是，減重與運動是目前醫學上
唯一確認有效的脂肪肝治療方式。根本的治療
有幾個方法，包括減重、飲食控制、運動與藥物
治療。 

1.減重： 

    減重的用意不只是要減體重，更重要的是
要減脂肪；減脂肪不是只為了減肝臟的脂肪，
同時要把全身多餘的脂肪減掉；減掉了脂肪不
只可以治療非酒精性脂肪肝炎，更可以避免腦
血管與心血管疾病的發生。減重的原則很簡單，
就是少吃與多動，難的是如何身體力行；對於
達到肥胖標準的病人，還可以併用合法的減肥
藥，如羅氏鮮或諾美婷輔助治療；而對於病態
性肥胖的病人，胃繞道手術也是一個可行的方
式。 

2.飲食控制： 

    飲食控制可以減重也可以治療脂肪肝。
盡量選用高纖維食物，作到少油、少鹽、少糖
的原則；含膽固醇之食物肥肉、豬油、蝦蟹、
奶油、蛋黃、魚卵、牡蠣、動物內臟等盡量少
吃。 

3.運動： 

    運動不但可以消耗掉體內過多的熱量，亦
可增進身體對胰島素的反應。能量消耗的多寡
視個人的體重，及每次運動的種類、時間及強
度而決定。不同年齡層的人可以分別選擇適合
的運動，每天運動量不需多，但貴在持之以恆。 

4.藥物治療： 

    目前醫學上還沒有任何藥物確認可以治
療脂肪肝。但有幾種藥物可能會有幫助，如: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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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胰島素阻抗性藥物﹝如 Troglitazone、
Rosiglitazone、Metformin 等﹞或降血脂藥[如
clofibrate、gemfibrozil 等]，通常可分別用在合
併糖尿病或高血脂病人的身上。而有一些藥物
是作用減少自由基對肝細胞的傷害，包括抗氧
化劑﹝如 Vitamin E、Betaine 等﹞與某些肝庇
護劑﹝如 Silymarin、Ursodeoxycholic acid﹞，
這些藥物可能有幫助，但其療效仍待進一步確
認，目前並不建議使用。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可說是代謝症候群在
肝臟的表現，除了少數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會進
展外，我們更應把它當成是心血管疾病高危險
群的一個指標。任何疾病都是預防重於治療，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亦然，代謝症候群也是如此。 
(4) 

六、吃錯晚餐也容易造成脂肪肝 

正因為白天忙於工作、無暇顧及均衡飲食，
因此晚餐才顯得這麼重要。然而，結束一天的忙
碌後，很多人常因為累、懶，或單純想放縱口慾，
而選擇了有害健康或過量的食物來當晚餐，且
往往因為晚餐沒吃對，睡前忍不住又想吃消夜，
害你老是帶著罪惡感輾轉難眠。(7) 

 

人在非常飢餓的時候，往往會失去理智亂吃，
為了避免這種情形，國泰健康管理營養科技術
長陳韻帆建議，忙碌的上班族必備「點心食物」，
例如一小盒水果或雜糧饅頭，可以在下午四、五
點先填個肚子，讓血糖穩定，下班後去覓食時，
才不會因為血糖過低而亂買亂吃。像她自己就
會在下午 5 點半先吃一根香蕉或一小塊雜糧饅
頭，下班練完瑜伽，晚上 8 點再吃一些蔬菜及
魚肉。 

很多人利用晚餐時間與家人朋友聚會，也因
此容易大魚大肉、攝取過多油脂；也有人怕胖，
晚餐不敢吃澱粉，只啃水果蔬菜果腹，這些都是
不正確的做法。「一頓好的晚餐，一定要有好的
醣類、適度的蛋白質與脂肪及足量的膳食纖維，」
陳韻帆說，最好用低升糖指數（GI）的全穀類來
取代精緻澱粉。(7) 

很多人中午吃湯麵或便當，蔬菜攝取量不足，

晚餐不妨以多種多色的蔬菜水果補充纖維質，
這也有助於隔天早晨排便的順暢；肉類則不宜
吃太多，因為蛋白質分解為胺基酸後會先將養
分輸送到腦部，讓人變得比較清醒，導致晚上不
好睡。 

「很多人的脂肪肝，都是選錯晚餐造成的，」
她提醒，一星期只有一天的晚餐是可以放鬆的，
如果經常以高油脂、高熱量食物果腹，容易造成
胰島素阻抗，也就是讓胰島素變得不敏感、無法
發揮作用。高油脂、高糖分食物吃久了，不但體
脂肪會增加，變成「流失肌肉型的肥胖」，且還
會因為營養不均而容易疲累，大約兩年就會讓
人老化、代謝走下坡。 

吃完晚餐後，有人習慣來份甜點，陳韻帆叮
嚀甜點與飲料都含糖，如果要吃只能擇一，水果
也不要吃太多，以免攝取太多糖分。(7) 

七、含糖飲料與脂肪肝 

含糖飲料惡名昭彰，早在國際間引發熱烈討
論。《紐約時報》甚而專文指出，糖的危害可比
擬毒，呼籲民眾少碰。手搖飲料店多半使用便宜
的人工合成高果糖糖漿，因為會造成脂肪肝、心
臟病、高血脂、痛風、失智、癌症，以及孩童和
青少年的心臟病機率升高，引起全球關注，認為
減糖跟減油一樣重要。(8) 

 

有愈來愈多研究發現，攝取過量果糖不僅造
成肥胖，更會引起血壓升高和代謝症候群。譬如
高果糖糖漿不會刺激胰島素和瘦素產生，不能
產生飽足感，很容易額外攝取更多熱量；另外，
瘦素也和體重控制有關。研究發現： 

1.每天喝 1～2 份含糖飲料的人，比起一個月喝
不到一次的人，罹患糖尿病機會增加 26％、代
謝症候群增加 20％，高尿酸症增加 85％。 

2.成人飲用含高果糖糖漿的飲料，比起含果糖和
蔗糖的飲料更容易增加三酸甘油酯上升。 

3.年輕人每日飲用含高果糖糖漿的飲料，會造成
血壓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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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含糖飲料會讓腹部脂肪和壞膽固醇（LDL）增
加。 

5.高果糖糖漿會促進胰臟癌細胞分化，建議癌症
患者減少使用精製果糖。 

6.動物實驗發現，飲用高果糖糖漿飲料後，體重、
心血管疾病風險比攝取等量蔗糖明顯增高。(8) 

 

但，難免有嘴饞的時刻。綜合專家們的建議，有
些最高指導原則先提醒一下： 

1.儘量挑選「無糖」飲料。  

2.台灣營養基金會執行長吳映蓉老師建議，可以
先從半糖開始，讓舌頭逐步適應低甜度的味道。 

3. 選小一點的份量。(8) 

八、結語  

脂肪肝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疾病。大部分的患
者經過多年的追蹤後肝臟功能並無太大的變化，

只有少數脂肪性肝炎會有進行性肝病。嚴格說
起來，脂肪肝本身並不是一種病，而是一種現象
或是警訊，而形成原因多種，我們必須針對各種
不同病因尋求專業醫療治療，不但能獲得改善
甚至完全消失。(6) 

脂肪肝長久後造成的肝臟發炎、肝纖維化是
不可輕忽的問題。建議大家就從調整飲食習慣
及運動開始，一起來「消脂保肝」。(3) 

九、參考資料： 

(1)康健雜誌：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
action?nid=63771&from=search 
(2)康健雜誌：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
action?nid=74193&from=search 
(3) 臺大醫院： 
https://health.ntuh.gov.tw/health/NTUH_e_Net/N
TUH_e_Net_no115/脂肪肝.pdf 
(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151/News_Content.
aspx?n=8106A36DF4AC0C82&s=B6BDB8F860
88EEF3 
(5)天下雜誌：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
095828 
(6)臺大醫院： 
https://health.ntuh.gov.tw/health/new/5559.htm 
(7)康健雜誌：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
action?nid=70505&from=search 
(8)康健雜誌：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
action?nid=74548&from=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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