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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判讀新冠電腦斷層影像 成大獲獎
cdns.com.tw/articles/434455

成大數據所助理教授許志仲（中）、研究生陳冠麟（右）、吳玫萱（左），在世界頂尖電腦視覺大會
ICCV舉辦的MIA-COV19D競賽奪得世界第三。（成大提供）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數據科學研究所暨統計系助理教授許志仲ACVLab團隊，將ＡＩ應用於判讀
COVID-19電腦斷層掃描影像，以統計分析理論融合深度學習，提出一套結合假設檢定的自
適應分布學習技術及創新解方，可自動化分類並有效排除干擾。在世界頂尖電腦視覺大會
ＩＣＣＶ舉辦的MIA-COV19D競賽奪得世界第三。

成大表示，ＩＣＣＶ競賽希望依據胸腔電腦斷層掃描影像，檢測新冠肺炎反應是否為陽
性。許志仲帶領成大數據所研究生陳冠麟、吳玫萱，運用統計分析專業找尋新解方。這也
是許志仲團隊第一次接觸電腦斷層掃描影像。

許志仲說明，在COVID-19病症的判讀上，目前主流的電腦斷層分類，都是將單張影像由專
業人員手動挑出最有價值的切面進行判斷。但MIA-COV19D競賽使用的資料，不只單張切
面影像，而是處理整組立方體內的斷層資料。參賽團隊不僅面對龐大的資料，還必須解決
每組電腦斷層影像解析度與切片數量不等的難題。

此次ACVLab提出的創新技術，不只可自動針對有價值的胸腔切片進行學習，還可利用統計
檢定賦予預測結果可解釋性，有非常高的穩定度。因提出創新解決方法，讓AI在判讀過程
達成自動化分類，排除多餘不重要切面影像，避免過多資料重疊干擾，終於贏得世界第三
的榮耀。

2021-07-28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43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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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7日

成大數據所團隊 AI肺炎影像判讀競賽獲世界第3
times.hinet.net/news/23430328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數據科學研究所暨統計系助理教授許志仲
ACVLab團隊，在世界頂尖電腦視覺大會(ICCV，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舉辦MIA-COV19D競賽中，奪得世界第3！ACVLab團隊將AI應用於判讀COVID-19

電腦斷層掃描影像，以統計分析理論融合深度學習，提出了一套結合假設檢定的自適應分
布學習技術，提出創新解方，進行自動化分類並有效排除干擾，未來也將分享參賽中使用
的訓練模型，讓更多人使用並進行試驗。

新冠肺炎(COVID-19)為全球關注問題，疫情肆虐帶來巨大影響，許多研究團隊針對運用人
工智慧的新冠肺炎自動化檢測進行研究，ICCV競賽希望依據胸腔的電腦斷層掃描影像(CT

scan)檢測新冠肺炎反應是否為陽性，許志仲帶領成大數據所研究生陳冠麟與吳玫萱，透過
統計分析專業找尋新解方。

這是許志仲團隊第1次接觸電腦斷層掃描影像。許志仲表示，電腦斷層掃描影像與一般RGB

影像差異甚遠，需要不同的專業背景知識才能順利操作與應用；陳冠麟、吳玫萱積極跨域
汲取新知，短時間內吸收電腦斷層掃描影像所需的背景知識，並將醫療資訊融入本身在統
計領域的專業，提出富有創意解決方法。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43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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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志仲指出，在COVID-19病症的判讀上，目前主流電腦斷層分類都是將單張影像，由專業
人員手動挑出最有價值的切面進行判斷，但MIA-COV19D競賽所使用資料不只單張切面影
像，而是處理整組立方體內的斷層資料，參賽團隊面對不僅是龐大資料，還必須解決每組
電腦斷層影像解析度與切片數量不等難題。

許志仲表示，這次競賽ACVLab提出創新技術，不只可以自動針對有價值的胸腔切片進行學
習，還可以利用統計檢定賦予預測結果可解釋性，有非常高的穩定度；奪得世界第3的關鍵
就是提出創新解決方法，讓AI在判讀過程達成自動化分類，並可排除多餘不重要切面影
像，避免過多資料重疊干擾。

「學生求知的積極態度，遠比比賽得名收穫更大！」許志仲認為，臺灣學生很好、很努
力，但比賽過程卻往往信心不足，經過與世界一流團隊競爭，成員積極度變高，最終擊敗
強敵脫穎而出，榮獲全球第3名，也讓學生提高自我肯定，自信心和專業都更上層樓，可說
是最大收穫。

許志仲說，世界疫情肆虐的情況下，希望成大數據所能貢獻一己之力，對COVID-19的自動
化檢測發展有所助益；ACVLab團隊參與MIA-COV19D競賽精神，在於團隊努力為醫學影
像處理做出貢獻，提出新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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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報 Great News - 體育文化
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

成大數據所團隊獲AI肺炎影像判讀競賽世界第3

2021/07/27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數據科學研究所暨統計系助理教授許志仲
ACVLab團隊，在世界頂尖電腦視覺大會(ICCV，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舉辦MIA-COV19D競賽中，奪得世界第3！ACVLab團隊將AI應用於判讀COVID-19

電腦斷層掃描影像，以統計分析理論融合深度學習，提出了一套結合假設檢定的自適應分
布學習技術，提出創新解方，進行自動化分類並有效排除干擾，未來也將分享參賽中使用
的訓練模型，讓更多人使用並進行試驗。

新冠肺炎(COVID-19)為全球關注問題，疫情肆虐帶來巨大影響，許多研究團隊針對運用人
工智慧的新冠肺炎自動化檢測進行研究，ICCV競賽希望依據胸腔的電腦斷層掃描影像(CT

scan)檢測新冠肺炎反應是否為陽性，許志仲帶領成大數據所研究生陳冠麟與吳玫萱，透過
統計分析專業找尋新解方。

這是許志仲團隊第1次接觸電腦斷層掃描影像。許志仲表示，電腦斷層掃描影像與一般RGB

影像差異甚遠，需要不同的專業背景知識才能順利操作與應用；陳冠麟、吳玫萱積極跨域
汲取新知，短時間內吸收電腦斷層掃描影像所需的背景知識，並將醫療資訊融入本身在統
計領域的專業，提出富有創意解決方法。

http://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3&n_id=2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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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志仲指出，在COVID-19病症的判讀上，目前主流電腦斷層分類都是將單張影像，由專業
人員手動挑出最有價值的切面進行判斷，但MIA-COV19D競賽所使用資料不只單張切面影
像，而是處理整組立方體內的斷層資料，參賽團隊面對不僅是龐大資料，還必須解決每組
電腦斷層影像解析度與切片數量不等難題。

許志仲表示，這次競賽ACVLab提出創新技術，不只可以自動針對有價值的胸腔切片進行學
習，還可以利用統計檢定賦予預測結果可解釋性，有非常高的穩定度；奪得世界第3的關鍵
就是提出創新解決方法，讓AI在判讀過程達成自動化分類，並可排除多餘不重要切面影
像，避免過多資料重疊干擾。

「學生求知的積極態度，遠比比賽得名收穫更大！」許志仲認為，臺灣學生很好、很努
力，但比賽過程卻往往信心不足，經過與世界一流團隊競爭，成員積極度變高，最終擊敗
強敵脫穎而出，榮獲全球第3名，也讓學生提高自我肯定，自信心和專業都更上層樓，可說
是最大收穫。

許志仲說，世界疫情肆虐的情況下，希望成大數據所能貢獻一己之力，對COVID-19的自動
化檢測發展有所助益；ACVLab團隊參與MIA-COV19D競賽精神，在於團隊努力為醫學影
像處理做出貢獻，提出新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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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anTalk 2021年7月27日

7/27起降二級成大限時段開放校園 外人入校需戴口罩登錄健
康問卷

tainantalk.com/20210727-1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全國疫情自7月27日起降為「二級警戒」，
國立成功大學宣布自27日至8月9日開放校外人士、車輛，於早上6點到晚上9點間入校，但
必須先登錄校園健康關懷問卷取得綠燈，才能進入校園。

（圖說）成大27日起開放校外人士、車輛限時入校，必須先登錄校園健康關懷問卷取得綠
燈。（記者鄭德政攝）

 各體育場館開放僅供校內使用，游泳池暫時關閉。光復、自強操場開放教職員工生使用，
建議配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校內集會活動遵照指揮中心公告室內50人、室外100人的
活動人數上限。

https://tainantalk.com/20210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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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大圖書館調整開館時間。（記者鄭德政攝）
 課程教學方面，暑修課程採線上授課，線上或實體考試，選課50人以下課程，特殊因素可

採實體考試，依CDC防疫規範處理。110學年第1學期（7月27日-9月14日）彈性密集課程，
依CDC防疫規範，51人以上（含老師、助教、學生）之課程採線上教學；50人以下（含老
師、助教、學生）課程得採線上教學或實體教學。各研究、實驗空間實施人員管控，確保
每間研究、實驗空間同一時間之空間(實驗室或研究室)容納人數10人以下，或依中央指揮
中心建議室內人數以每人2.25平方公尺為空間容納人數計算為原則，但最多不得超出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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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學生宿舍維持單一入口。（記者鄭德政攝）
 成大圖書館暫停校外讀者換證入館及辦證。學生宿舍開放110學年度研究所新生，可以申請

提前進住，110學年度大學部新舊生及研究所舊生，預計110年9月上旬開放進住，宿舍維持
單一入口實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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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要求新生PCR檢測！教育部公布學生確診狀況 - MOOK
景點家

mook.com.tw/article.php

文 / 景點+ 秀智整理報導

7月27日降級之後，部分安親班、托兒所在符合防疫指引下重新開課，而教育部也公布新增
1位國小生確診，提醒降級後暑期仍要落實防疫。而成大要求新生入學PCR檢測也成焦點。

圖 / 成功大學

成大於本次新生入學體檢增做PCR檢驗，並要求新生應持有PCR陰性報告，才能入校、入
住宿舍，而自費到成大醫院檢測費用是500元。

校方表示是為了提供學生安全無虞的學習環境，教育部的立場則不會要求學生PCR篩檢，
但個別學校的政策允以尊重。

https://www.mook.com.tw/article.php?op=articleinfo&articleid=2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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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教育部

在教育部校安中心統計中，4月20日至7月27日全台學生確診人數，本土個案686人，大專
校院207人最多，朝科大夜唱、文化大學宿舍等都是比較受到關注的群聚。

高中有112人、國中有107人、國小生有185人、幼兒園75人，其他則有10名大專校院學生是
境外移入。

 
 

學生、學童陸續回到補習班、安親班、校園，要加強校園、學園的防疫觀念與措施，以免
發生確診、群聚感染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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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糧署南區分署獻花力挺 感謝接種站防疫人員 | 蕃新聞
n.yam.com/Article/20210727503805

大成報／于郁金 2021.07.27 17:10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為感謝第一線防疫人員辛勞，
與台灣花店協會合作，串聯全臺300家花店製作精美國產花束8萬把，自7月起陸續贈送國
產花卉給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站之防疫相關人員；農糧署南區分署羅正宗分署長特別在今
(7/27)日與台灣花店協會楊添得理事長至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贈送臺南、嘉義正值產
期千代蘭、萬代蘭及桔梗花束，感謝接種站防疫人員，現場由成大醫院林志勝副院長代表
接種站接受花束，並致贈感謝狀。

國產花卉美不勝收 賞花正是時候 

 農糧署南區分署表示，今天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贈花活動選用之國產花卉，包括來自
臺南六甲千代蘭、萬代蘭與葉材，及嘉義洋桔梗、南投玫瑰等數種在地花卉，皆是當季特
選；該分署以贈送國產鮮花支持防疫人員，就是希望在防疫工作緊繃時刻，能有花相伴，
持續輸出正能量，並將國產花卉帶入工作及日常生活一部分，促進產業永續發展。

羅正宗分署長進一步說明，農糧署為向第一線防疫人員表達謝意並推廣國產花卉之美，特
規劃接種站贈花活動，預計將配送至全臺包含離島22縣市逾1,000處疫苗接種站；全臺各地
COVID-19疫苗接種站依其規模大小、醫護人員數量，每站可分配花束數量30把至100把不
等，疫情期間，以不影響防疫規定為最高原則，接種站可向台灣花店協會報名送花，台灣

http://n.yam.com/Article/2021072750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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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店協會及花店將於配送前會與各接種站聯繫確認數量，及送達地點；該分署呼籲有意願
參與之接種站報名參加，報名專線：台灣花店協會08-7390520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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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糧署赴成大醫院送花 挺防疫
cdns.com.tw/articles/434494

農糧署南區分署與台灣花店協會二十七日將國產花卉花束送達成大醫院接種站，以獻花方式力挺防疫人
員。（記者羅玉如攝）

記者羅玉如⁄台南報導

為感謝第一線防疫人員的辛勞，農糧署南區分署長羅正宗會同台灣花店協會理事長楊添
得，二十七日將台南、嘉義正值產期的千代蘭、萬代蘭、桔梗等國產花卉製成花束送達成
大醫院接種站，由成大醫院副院長林志勝代表受贈，並回贈感謝狀，場面溫馨。

農糧署與台灣花店協會合作，串聯全台三百家花店，製作精美國產花束八萬把，七月起陸
續送往全台及離島二十二縣市，超過一千處疫苗接種站，以獻花方式力挺防疫相關人員。

農糧署南區分署表示，成大醫院贈花活動選用的國產花卉包括台南六甲的千代蘭、萬代蘭
與葉材、嘉義洋桔梗、南投玫瑰等當季特選優質花卉。希望防疫人員在緊繃的工作時段有
花相伴，透過賞心悅目的花朵達紓壓功效。

羅正宗指出，依接種站規模大小、醫護人員人數，每站可分配花束三十至一百把不等。防
疫期間，以不影響防疫規定為最高原則。此外，接種站可向台灣花店協會報名送花，台灣
花店協會及花店將在配送前，與各接種站聯繫確認數量及送達地點。

2021-07-28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434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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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副校長林從一教授8月1日起出任華梵大學校長。

成大副校長林從一教授出任華梵大學校長
cna.com.tw/postwrite/Detail/296869.aspx

成大副校長林從一
教授出任華梵大學
校長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210727
17:22:28)帶領華
梵大學完成校務創
新轉型的李天任校
長將於今（110）
年7月31日任期屆
滿退休，教育部核
定由國立成功大學
副校長林從一教授
自8月1日起出任
華梵大學第14任
校長。新卸任校長
交接典禮訂7月29
日上午10時於華
梵大學圖書資訊大
樓創辦人曉雲導師
紀念館舉行，並首
次同步進行線上直

播。

林從一校長為美國愛荷華大學哲學系博士，曾任國立政治大學教授、教學發
展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政大書院辦公室執行長，以及臺北醫學大
學教授、醫學人文研究所所長、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與華梵大學董事等
職，現為臺北醫學大學董事、成大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成大副校長、教
育部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主持人，學經歷相當豐富。

林從一校長曾於109年6月底應邀參加華梵大學教職同仁薰修活動，並以「大
學發展趨勢」為題發表專題演講，建議大學教師應教會學生如何生活，並讓
改善世界成為學習的目的與動能，令在場教職員獲益良多。

今年4月20日，林從一校長也以華梵大學董事身分，與其他董事一同蒞校訪
視，並且聽取校務簡報，對於學校校務發展現況與未來藍圖規劃提供指導與
建言。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9686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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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大學表示，時值新冠肺炎疫情二級警戒期間，新卸任校長交接典禮將嚴
格遵守政府防疫規範，包括典禮參與人數控制在50人以下、採固定梅花座
位、每人至少1.5公尺社交距離、全程佩戴口罩、落實入場實名制登記、確
實執行體溫量測與人流管制、所有參加人員（含全體工作人員）造冊備查、
典禮來賓接觸的物品表面隨時進行環境清潔及消毒等措施。

此次交接典禮並將同步進行線上直播，歡迎各界人士上網觀禮。直播網址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LPXP7Dmos 。

訊息來源：華梵大學

本文含多媒體檔 (Multimedia files included)：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9686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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