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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福吉

　由中華專案管理學會與中

華數位關懷協會共同主辦的

「2017全國雲端專案管理實

務競賽暨認證標竿獎頒獎典

禮」，4月22日下午兩點已於

致理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舉

行。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NPMA）

理事長許秀影在致詞時表示，

現在的經濟環境，越雲端越

有商機，舉凡物聯網、智慧

城市、大數據、工業4.0的運

用，都看到雲端運算產業在台

灣及國際的產值與價值。舉辦

比賽旨在驗證所學、進而引導

學校與老師，培養未來業界所

需之人才，希望能藉此為學子

的職場競爭力加分，推動產業

升級、創造更佳的獲利。

　除了推動專案管理與最新科

技應用之外，許秀影帶領團隊

基於過去十幾年在青少年與兒

童程式設計教學經驗，全新設

計「雲端中文程式語言」，並

融合敏捷專案管理，研發出以

演算法為基礎及以敏捷為基礎

的「雙ABC學習模式」，讓學

生不害怕寫程式，且人人都可

以用行動裝置，快樂學會寫程

式。

　教育部次長林騰蛟、中華

數位關懷協會榮譽理事長趙榮

耀、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葉維銓、

中華數位關懷協會理事長張耀

鴻、致理科大校長尚世昌及公

私立大學的師生百餘人參與此

盛會。

　林騰蛟致詞時指出，中華專

案管理學會目前已將專案管理

的核心知識與技能推廣台灣至

1百多個學校，在業界與校園

共計超過3.3萬人通過各級認

證考試，成果有目共睹。中華

數位關懷協會自許秀影於2005

年創會以來，默默地做了很多

偏鄉服務、照顧弱勢學生，縮

減數位落差的工作，成效亦不

遑多讓。

　林騰蛟說，教育部預計在

107學年度實施的課綱，與之

前不同處是在高中、職及國

中、小增加科技領域的學習。

中華數位關懷協會研發完成

的中文程式語言系統，與教

育部未來的目標一致，正好可

以讓學子自小培養運算思維的

能力，也為強化資訊科技的運

用，奠定良好的基礎。「將資

訊科技從小扎根，相信可以為

我們的孩子帶來更好、更有競

爭力的未來。」

　趙榮耀致詞時，除了推崇尚

世昌身先士卒考取專案管理證

照，更特別讚揚許秀影以宗教

家的精神推廣專案管理，寄望

今後能持續的深耕落實，冀以

遍地開花、成果豐收。

　在典禮中，首先頒獎表揚

獲得「2016年專案管理認證推

廣大專院校標竿獎」的團體標

竿獎：第1名致理科大；第2名

逢甲大學；第3名中國科大。

個人標竿獎第1名：致理科大

樊祖燁；第2名逢甲大學何智

超；第3名中國科大行管系王

台榮。

　接著頒發「2017全國雲端專

案管理實務競賽」前3名，國

防大學管理學院第6度奪魁，

來自資管系的iBrain團隊，參

賽專題為製作協助偏遠地區師

生零距離學習英文的app。第

2、3名分由逢甲大學經剛芭比

隊及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隊獲得。接著頒發2016專案管

理認證培訓團體獎獲獎的個人

及團體，共有40人獲獎，最後

頒發「2017全國雲端專案管理

實務競賽」優等獎與佳作獎共

7個隊伍。

　參加全國雲端專案管理實務

競賽的必備資格，是具備該中

華專案管理學會的PMA及中華

數位關懷協會的SPPA兩張證照

的基礎，並能夠將專案管理及

雲端平台的知識、技能運用在

專案中，方能參賽，競賽門檻

甚高。

　許秀影強調，舉辦競賽的

目的就是如何學以致用，讓學

子畢業即能就業，中華專案管

理學會多年來一直在做一些努

力，希望能夠鏈結學校、業界

及政府三者之間，讓我們的學

子、老師、學校和企業都能得

到雲端專案管理的好處。

　許秀影說，根據國際研究與

個人的輔導經驗，組織的專案

管理知識愈豐富，專案的成功

率就愈高，要提高政府專案的

成功率，必須加強文官的專案

管理知識。2012年起，在葉維

銓的支持與鼓勵下，協助政府

公部門制定了初階文官的「專

案管理之運用」教材，每年培

訓約5,000人次初階文官。並

為九職等以上的中階文官設計

「政府專案管理師」課程與認

證，目前通過「政府專案管理

師」證照考試的中階文官已超

過300人。

　許秀影表示，2016年在葉維

銓的指導與推薦下，他和張耀

鴻、閻建政擔任經濟部標檢局

的技術委員，協助審查完成將

專案管理列入國家標準；標檢

局在2016年9月頒訂CNS21500

國家標準。今年3月19日舉辦

「首批CNS專案管理師認證培

訓課程」，目前已有多人通過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與中華民國

品質學會共同頒發的「CNS專

案管理師」證照，「其間的過

程雖然艱辛，但為國家標準奠

基，趕上國際腳步，成果令人

振奮」。

　為因應雲端、行動互聯網及

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許秀影認

　■嚴強國

　慢性病專門是指不構成傳

染、具有長期積累形成疾病形

態損害的疾病的總稱。據高醫

大運動醫學系系主任郭藍遠表

示，由於現代人生病型態主要

為慢性病，其又和生活型態不

良最相關；因此健康照護的觀

念，已經從過去偏重急性病

或傳染病的治療，轉為預防

醫學和健康管理的概念。過

去美國的研究發現，80％的死

亡原因，都是可以透過健康生

活習慣來預防。生活習慣影響

健康程度高達53％，環境因素

占21％，遺傳因素占16％，健

康照護服務僅占10％。其中生

活習慣影響健康最嚴重，包含

抽菸、缺乏規律運動等。缺乏

規律運動更是個無形殺手，非

常普遍存在。也因此健康照護

提供者，要能有效提升民眾健

康，一定要從對病患生活習慣

的介入才能事半功倍。

　郭藍遠說，病患不良生活

習慣經常是積年累月、每天24

小持續在進行中，對身處在醫

療單位的健康照護提供者，實

在是力有未逮。但由於科技的

發達，各類穿戴式裝置出現，

藉由民眾家中的網路將各種生

理訊號傳送到雲端，經由專業

系統進行訊號及資料分析，健

康照護提供者將更有機會了解

患者真實的生活型態。以身體

活動量不足為例，隨這各式

智慧手環或手表的普及，每

天、每周、每年，患者的活動

量變化將更清楚被呈現出，也

可以了解其和許多慢性病（如

糖尿病、高血脂或高血壓）

的病情改變的關聯性，甚至是

提早發現身體衰弱的趨勢，以

便早期介入。難怪乎美國運動

醫學會倡導，身體活動量不足

應該被當作生命徵象（vital 

signs）被時時量測。其實，

中年時期三高（高血糖、高血

脂或高血壓）的預防，對預防

高齡時期罹患失智症也有很大

的功效喔。

　綜觀健康物聯網如何因應

未來高齡化社會，而銀髮族如

何預防因肌少症或本體感覺變

差，造成失能和跌倒等問題，

穿戴式科技或先進的感測器，

也扮演著重要角色。例如：有

附著在人體主要肌群（如膝伸

直肌等）皮膚表面的貼片，可

以24小 時持續量測肌肉活化

程度，有效提早發現肌肉活化

不足的問題，以便早期介入，

避免肌力下降。而每天的本

體感覺量測，如血壓、體重、

血糖等量測，不僅可以幫助我

們立即了解目前生理狀況是否

在正常範圍。同時，藉由民眾

家中的網路，將各種生理訊號

傳送到雲端。銀髮族每天、每

周、每年的生理狀況變化將可

以更清楚被呈現出，以便照護

者早期介入，有效預防。由上

面的許多例子顯示，現代健康

照護服務方式已經有很多的改

變，更強調日常生活習慣的介

入，也更會利用各類感測裝置

和雲端資料來協助，真正落實

且達到自我健康管理的終極目

的。台灣具有先進的醫療照護

服務系統，結合資通訊（IT）

產業，將具有在此先驅產業扮

演國際領頭的契機。

　郭藍遠說，物聯網（IoT）

則是運用上述的感測裝置和雲

端資料，直接進行對裝置的直

接控制，其在健康照護的應用

也正蓬勃發展。例如，空汙不

僅是台灣居民的夢靨，也是全

世界已開發國家面對的困擾。

特別是PM2.5，南台灣常是在

紫爆的範圍。世界衛生組織

（WHO）在21世紀初，定義健

康的面向包含：身體、心理、

心智、情緒、社會、心靈和環

境共6個。民眾無法愛護環境

和有效投入環境保護，也會造

成對健康的危害。例如；長期

在空汙環境下，即很容易造成

人類心血管疾病和慢性發炎等

反應。利用物聯網科技即可以

即時監控空汙程度，並立即自

動啟動空氣過濾系統，確保其

中的居民免受其害。當然，未

來物聯網也可以監控人的情緒

變化，如偵測到民眾緊張情緒

時，即自動調整燈光柔和度、

或自動播放輕鬆音樂等方式，

來緩和其情緒；避免長期緊張

壓力，造成身心疾病；抑或是

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可

以藉由睡眠時呼吸量的偵測，

當出現呼吸中止情況時，正壓

呼吸輔助器，才會自動運作，

有效緩解對身體的可能傷害。

　物聯網的科技已經日趨成

高醫大運動醫學系系主任郭藍遠：

健康照護 應介入管理生活習慣

熟，不僅可以提升日常生活的

方便性，減少資源的浪費。在

健康照護的應用上，雖仍在起

步階段，但其可應用性非常廣

泛。物聯網相關產業在發展適

用的產品時，如能多跟健康照

護提供者多討論，研發出的產

品可用性將較高。

　另外，如能時刻想到健康的

6個面向，相關的產品設計也

將能包含更多功能和具有彼此

差異性。更重要的是如能體認

到如何藉由協助民眾達到良好

的生活習慣，真正落實自我健

康管理的目的，將會是目前社

會最需要，也將是最有成效的

健康照護器材。

為，創新與創業是國家核心競

爭力，所以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根據國際趨勢，在2016年推出

敏捷專案管理認證，今年全新

改版「2017敏捷專案管理基礎

知識與應用實務」專書，並為

國家培訓更多敏捷專案管理人

才，包含國發會、工業局等十

幾個公部門及財團法人機構，

進而引領政府與企業邁向敏

捷，讓成果看得見。

　最後許秀影表示，中華專案

管理學會與中華數位關懷協會

將持續努力精進，希望大家繼

續熱情的支持與鼓勵，讓在校

學生們即戰力更強、競爭力更

好，進而讓教育、企業、政府

同蒙其利。

全國雲端專案管理實務競賽 圓滿落幕

　↑高雄醫大運動醫學系

系主任郭藍遠。 

 圖／嚴強國

　↓2017從健康長期照護

發展－探討物聯網發展應

用服務趨勢高峰論壇報名

網站QR code。

　●由中華專案管理學會與

中華數位關懷協會共同主辦

的「2017全國雲端專案管理

實務競賽暨認證標竿獎頒獎

典禮」，在致理科大國際會

議廳舉行，教育部次長林騰

蛟（3排左4起）、中華數位

關懷協會榮譽理事長趙榮耀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理事長

許秀影、考試院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葉維銓、中華數位關懷協會

理事長張耀鴻等與百餘位獲

獎師生合影。 圖／NPMA提供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iBrain團隊在林忠毅（左4）的

率領下，贏得全國雲端專案管理實務競賽第1名，獲獎

後並與教育部次長林騰蛟（右4）、主辦單位中華專案

管理學會理事長許秀影（右3）合影。 圖／NPMA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