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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董事長兼亞洲大學創辦人蔡
長海博士，近年來，用心帶動醫學教育融入人文關懷的核
心價值，並致力提升台灣醫療水準和服務品質，更廣伸觸
角到偏遠地區造福普羅大眾，貢獻卓著；榮獲今年第九屆
國家公益獎個人獎殊榮，於11月2日下午在台北圓山飯店12
樓大會廳接受行政院院長吳敦義頒獎，並獲得總統馬英九
接見道賀。

行政院院長吳敦義在頒獎時向「德業兼備、公益典
範」的得獎人致上敬意，他讚揚發揮愛心、關懷弱勢的公
益楷模得獎人，樂善好施讓陽光普照社會。

『有愛最美、行善最樂；』總統府秘書長伍錦霖在頒
發榮譽狀時推崇得獎人是「國寶」。他說，國家公益獎的
評選非常嚴謹，脫穎而出的三位得獎人和九個團體都是實
至名歸，而且關懷社會的公益事蹟會永遠讓人感念，也是
社會大眾學習的標竿。

深秋天涼了，在圓山飯店的頒獎會場卻洋溢著溫馨溫暖
人心；對社會懷抱感恩之心的蔡長海董事長謙和的表示，醫療和教育有著濟世救人與百年
樹人的使命，他是秉持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回饋理念，來作育英才、救人於
溺的精神善盡社會企業的責任。

『把自己的燈提高一點，就能照亮更多人的路，做個樂於付出的人，才能真正品嘗到
快樂的滋味！』這是《白袍CEO》蔡長海董事長傳授給年輕醫師和學子追求卓越人生的快
樂密碼。他說，自己奉行服務人群的『利他』哲學，能讓心靈充滿喜樂，這是我的人生體
驗。

嘉義布袋漁村長大的蔡長海董事長，承襲了「討海人」子弟吃苦耐勞的精神，努力成
為小兒科醫師，1985年接任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小兒科主任，1995年升任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院長，2001年榮任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董事長，並創辦亞洲大學。

懷抱理想的蔡長海董事長更從企業CEO的觀點出發， 匯聚醫療及杏壇菁英團隊，以旺
盛的企圖心，帶領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以及亞洲大學快速進步向上提升，朝向發展成
為世界一流的綜合大學邁進；他信心十足的說，「我們每天都在改變，不變的原則就是每
天都在變，越變越好！」

鮮為人知的是，《白袍CEO》蔡長海懷抱著感恩與利他情懷的『熱度』源自於埋在心
裡的小秘密。他追憶在考取醫學系那年，一場颱風，家裡養殖的虱目魚被大水沖走，學費
沒有著落，走投無路下，他找上高中在校外住宿時照顧他的耶穌會神父資助5000元註冊學
費；對於神父無私的愛，蔡長海後來經濟大幅改善後，卻從沒忘記當時神父的叮嚀：「有
機會多幫助別人。」

近幾年來，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向南北延伸，已有十餘家體系醫院，提供全國病患
完善的就醫環境和醫療服務，還成立世界級水準的醫療中心如腦中風中心、外傷中心及研
究中心，並與國外知名學術機構合作，提升至國際級的水準。不僅如此，他也積極推展國
際醫療，成立行動醫療團，並協助訓練越南、斯里蘭卡、義大利等國的醫療技術，幫助蘇
丹等國際病患來台就醫，讓全世界看見台灣醫療的進步。

『勇敢創新、追求卓越、真誠關懷』是蔡長海董事長的核心價值及目標；他長期致力

提升台灣醫療水準和服務品質不遺餘力，以實際
行動關懷社會弱 勢族群，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於
2001年榮獲日本文化振興會「國際文化榮譽獎(社
會公益獎)」；2003年擔任「中部地區SARS防治醫
療資源整合指揮中心」指揮官，領導中部六縣市防
疫工作，使中部地區平安度過SARS危機，2004年榮
獲行政院衛生署頒獎表揚；2008年榮獲「臺灣醫療
典範獎」，並獲得Society for Design & Process 
Science (SDPS)的「George Kozmetsky傑出成就
獎」；2010年榮獲臺南一中第九屆校友傑出成就
獎。

第九屆國家公益獎得獎人蔡長海博士獲獎的卓
越事蹟如下：

1991年成立「中國兒童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濟助無數貧困病童；2009年成立「蔡長海教
育基金會」，提供獎助學金，培育優秀人才，並以
推動國際學術研究與建築設計選拔為目標，提升臺
灣的國際地位。

1999年臺灣發生921大地震，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奉總統緊急命令及衛生署指派擔任二大責任
醫院之一，蔡長海董事長立即發動全院醫護、心
理、社工等專業人員及學校公共衛生專家與學生醫
療服務團，帶領協助災區醫療照護工作並捐出300萬
元賑災。

2000年領導醫療團隊承接南投縣信義鄉整合性
醫療服務計畫，提供駐地醫療服務迄今近十年。在
計畫推展屆滿月之際，桃芝颱風來襲，立即帶領提
供災區緊急醫療服務外，還捐出員工一日所得新台
幣400萬元作為山地醫療保健服務基金，並以2,000
萬元基金補助災民健保費用，發揮「人飢己飢、人
溺己溺」的情操。

2001年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與中央研究院合
作發表世界首例脊髓性肌肉萎縮症(SMA)的療法，這
是國際上第一次提出的療法，蔡長海董事長捐贈成立「脊髓性肌肉萎縮症醫療發展基金」
1000萬元，提供此病症之研究。

2003年臺灣遭遇SARS病毒侵襲，由於疫情加遽，蔡長海董事長奉中央指派接任「中部
地區SARS防治醫療資源整合指揮中心」指揮官，任務目標是保護中部六縣市民眾的安全，
在他的領導以及中部六縣市首長、各醫療院所、中部指揮中心全體工作人員和一群默默奉
獻的無名英雄相互合作下，中部地區得以全身而退，平安度過危機。

2009年莫拉克颱風造成災情，校院組成醫療小組展開救護工作，校院募得150萬元捐
助受災同仁，結餘的100萬5,664元亦捐贈給有多處災區的南投縣，亞洲大學也捐出200萬
元給南部受災戶。

2011年5月塑化劑風暴越演越烈，中國醫藥大學開辦中部地區高中職以上學校免費檢
測食品中是否添加塑化劑（DEHP）成分分析服務，以維護校園飲食安全，進而以消弭學生
及家長的對飲品安全顧慮。

『利他』～讓社會更美好、洋溢熱度的《白袍CEO》

蔡長海董事長榮獲2011國家公益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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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院長吳敦義頒獎表揚國家公益楷
模蔡長海董事長

第九屆國家公益獎得獎人蔡長海博士獲獎的卓越事蹟如下： 

1991 年成立「中國兒童福利慈善事業基金會」，濟助無數貧困病童；2009 年成立「蔡長海教育基金會」，提供獎助學金，

培育優秀人才，並以推動國際學術研究與建築設計選拔為目標，提升臺灣的國際地位。 

1999 年臺灣發生 921 大地震，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奉總統緊急命令及衛生署指派擔任二大責任醫院之一，蔡長海董事

長立即發動全院醫護、心理、社工等專業人員及學校公共衛生專家與學生醫療服務團，帶領協助災區醫療照護工作並捐

出 300 萬元賑災。 

2000 年領導醫療團隊承接南投縣信義鄉整合性醫療服務計畫，提供駐地醫療服務迄今近十年。在計畫推展屆滿月之際，

桃芝颱風來襲，立即帶領提供災區緊急醫療服務外，還捐出員工一日所得新台幣 400 萬元作為山地醫療保健服務基金，

並以 2,000 萬元基金補助災民健保費用，發揮「人飢己飢、人溺己溺」的情操。 

2001 年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與中央研究院合作發表世界首例脊髓性肌肉萎縮症(SMA)的療法，這是國際上第一次提出的

療法，蔡長海董事長捐贈成立「脊髓性肌肉萎縮症醫療發展基金」1000 萬元，提供此病症之研究。 

2003 年臺灣遭遇 SARS 病毒侵襲，由於疫情加遽，蔡長海董事長奉中央指派接任「中部地區 SARS 防治醫療資源整合指揮

中心」指揮官，任務目標是保護中部六縣市民眾的安全，在他的領導以及中部六縣市首長、各醫療院所、中部指揮中心

全體工作人員和一群默默奉獻的無名英雄相互合作下，中部地區得以全身而退，平安度過危機。 

2009 年莫拉克颱風造成災情，校院組成醫療小組展開救護工作，校院募得 150 萬元捐助受災同仁，結餘的 100 萬 5,664 元

亦捐贈給有多處災區的南投縣，亞洲大學也捐出 200 萬元給南部受災戶。 

2011 年 5 月塑化劑風暴越演越烈，中國醫藥大學開辦中部地區高中職以上學校免費檢測食品中是否添加塑化劑（DEHP）

成分分析服務，以維護校園飲食安全，進而以消弭學生及家長的對飲品安全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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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秘書長伍錦霖頒發國家公益獎榮
譽狀給蔡長海董事長

2011年湯森路透科學卓越研究獎」（Thomson 
Reuters Taiwan Research Front Awards 2011）得獎名
單去年底出爐，中國醫藥大學鍾景光教務長、楊家欣副
教授及本院精神醫學部一般精神科主任蘇冠賓醫師獲此
殊榮。蘇冠賓醫師的獲獎，不僅是對熱中醫學研究優秀
醫師的肯定，也可看出本院對於學術研究人才的重視。

這項由全球領先情報資訊機構湯森路透集團（ 
Thomson Reuters）所頒發的獎項，是為表彰11位台灣頂
尖科學家在7項新興研究領域，為全球研發帶來重大突破
與深具影響力的貢獻。「湯森路透科學卓越研究獎」的
評選方式是透過研究前沿方法（Research Front）來進
行分析，據此決定22個特定科學領域中，特定研究者及
研究論文的影響力。其方法論乃根據湯森路透基本科學
兩大指標（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TM，ESI）：
1.引用次數名列前1%的高度被引用文獻進行引文分析，
2.共同被引用係數（cocitation）以定義某主題之深具
影響力的研究群組。

鍾景光教務長兼生物科技學系教授、楊家
欣醫學系副教授(得獎貢獻：癌細胞相關研究)

大蒜中的有機硫化合物雖使大蒜發出一股臭味，但
這些成分卻能有效抑制大腸癌細胞，而他們的研究完整
釐清大蒜中抗癌成分對癌細胞的影響過程，得知抗癌成
分如何讓癌細胞週期停滯，直到死亡的過程，提供大腸
癌藥物研發的參考依據。鍾教務長表示，正進行細胞體
外實驗，研究在低濃度的情況下，大蒜中的抗癌成分對
癌細胞新生血管增生的抑制作用，希望為大腸癌藥物研
發提供更多幫助。

有研究證實吃大蒜的人比較少得大腸癌，鍾景光等
人發現大蒜臭味中含的「二
烯丙基硫化物(DA S )」、
「 二 烯 丙 基 二 硫 化 物
(DADS)」、「二烯丙基三硫
化物(DATS)」可以讓大腸癌
癌細胞的生長周期停滯，
進而死亡，此一發現已被
發表在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期刊上。

鍾教務長剛回國時，
實驗團隊從中台灣肺癌
病患的肺癌組織中純化

出RNA，並且使用特殊的引子以differential display 
RT-PCR (ddRT-PCR)方式得到特定的cDNA，再以膠體電
泳法觀察差異性。與針對致癌成份arylamine的代謝，
N-acetyltransferase (NAT)酵素在人類癌細胞、微生物
與植物，所扮演的角色。近幾年來，已建立中草藥與天
然物標準品化合物試驗平台，進行中草藥抗癌活性(包
括：細胞凋亡、自噬、壞死、抗轉移、抗血管新生)等相
關評估。

鍾教務長實驗室將利用相關分生技術，包括：細胞
存活測定、相位差顯微鏡觀察細胞型態變化、螢光顯微
觀察DAPI染色、流式細胞儀測定細胞週期與凋亡現象、
PCR與Real-time PCR測定基因表現等方法，並以西方墨
點法觀察癌細胞核或細胞質蛋白質表現變化，並且利用
cDNA晶片與蛋白質體學技術進行分析藥物或化合物之生
物活性。進行相關抗癌活性評估，以利發展具潛力之藥
物的可能，提供給醫藥界可能的方向與目標作為參考。

未來將執行策畫有關於中草藥粗萃取物、食品主
要成分或具有潛力的抗癌藥物對血管新生的影響及在人
類大腸癌細胞株與動物模式中一些相關蛋白質的基因表
現。這動機在於腫瘤細胞一旦產生抗藥性後涉及在血管
新生中，癌細胞侵襲、移動與轉移的情形。繼續探討多
種中草藥有效活性成分與化合物進行活性分析。預期並
藉由此了解中草藥粗萃取物、食品主要成分或具有潛力
的抗癌藥物有效活性成分之離體與活體，促進免疫功能
調節的分子機制。

蘇冠賓，中國醫藥大學神經科學與認知科
學研究所副教授及附設醫院身心介面研究
中心主任(得獎貢獻：安慰劑對照試驗相關研究)

蘇冠賓醫師是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精神醫學博
士，近10年來致力研究憂鬱症的治療，不但利用天然營
養物質—omega-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n-3 
PUFAs，俗稱深海魚油)，找到治療憂鬱症「有效且安全
的新療法」，更結合在分子生物學及基因遺傳學的專
長，進一步探究脂肪酸和發炎作用的關聯，找尋憂鬱症
與其他疾病發生之關聯，藉以解碼憂鬱症病因。

從臨床醫師的角度來看，蘇醫師的研究主題極具
臨床學術價值。例如他在2003年發表的一項雙盲臨床研
究，已成為n-3 PUFAs在憂鬱症治療上的先驅之一，論文
至今被引用超過200次（Scopus，2011年11月）。這個論

文不但被國際精神神經藥理學會（CINP）主席Professor 
Belmaker譽為是「嚴謹、重要，且具代表性」的憂鬱症
治療研究，更被新近歐美的憂鬱症治療指引所引用，例
如Maudsley Guideline、CAMNAT。

此外，治療懷孕婦女的精神疾病是臨床一大挑戰，
在抗憂鬱藥物使用的安全性極具爭議之下，蘇醫師創先
發表n-3 PUFAs對憂鬱症孕婦的療效及安全性的論文，使
得該治療方式成為此一領域的重要準則，多家國際媒體
（如英國的路透社）均加以報導。

蘇醫師特別強調憂鬱症的治療要能有所突破，絕不
能忽略對「致病機轉」的基礎研究，因此臨床醫師能發
現具實用價值的臨床研究，並深入探討憂鬱症的分子生
物學機制，進而提出病因及治療上的創新見解，實屬難
能可貴。例如他使用動物模式發現，以餵食提高腦中n-3 
PUFAs，可以預防大鼠在游水壓力中誘發類似憂鬱的行
為；以及利用BV-2 microglial cells的細胞模型，首度
發現heme oxygenase-1（HO-1）在憂鬱症分子機轉中的
重要角色。

蘇醫師也結合台灣在肝炎研究上的獨特性，以「C型
肝炎患者接受干擾素-α治療時誘發之憂鬱症」為模型，
首度發現n-3 PUFAs及其兩個代謝酵素：Phospholipase 
A2（PLA2）及cyclo-oxygenase-2（COX2），在憂鬱症病
因上的重要性。這項研究間接證明憂鬱症的身體化症狀
（頭痛、疲勞等），和免疫系統過度活化所導致的病態
行為有關。

過去10年來，這一系列具系統性、前瞻性的憂鬱症
研究，使得蘇醫師成為國際間知名的年輕學者，其成果
不僅發表在重要期刊，更榮獲國內外精神醫學、神經科
學及營養學界重要研究獎項的肯定，包括2008年「英國精
神藥理學會Robert Kerwin論文獎」及「張文和教授研究
論文獎」、2008及2009年「美國國家精神分裂症及憂鬱症
研究聯盟」的年
輕學者獎、2010
年「世界脂肪酸
研究學會的年輕
學者獎」及「國
科會吳大猷先生
紀念獎」等，去
年又榮獲「葛蘭
素史克憂鬱症與
焦慮症研究論文
獎」及「湯森路
透科學研究卓越
獎」的肯定。

「2011年湯森路透科學卓越研究獎」本校三人獲獎

中國醫藥大學教務長鍾景光
(右)、醫學系副教授楊家欣
(左)，獲得「2011年湯森路透
科學卓越研究獎」

「2011 年湯森路透科學卓越研究獎」本校榮獲三位 

2011 年湯森路透科學卓越研究獎」（Thomson Reuters Taiwan Research Front Awards 2011）得獎名單去年底出爐，中

國醫藥大學鍾景光教務長、楊家欣副教授及本院精神醫學部一般精神科主任蘇冠賓醫師獲此殊榮。蘇冠賓醫師的獲獎，

不僅是對熱中醫學研究優秀醫師的肯定，也可看出本院對於學術研究人才的重視。 

這項由全球領先情報資訊機構湯森路透集團（ Thomson Reuters）所頒發的獎項，是為表彰 11 位台灣頂尖科學家在 7項

新興研究領域，為全球研發帶來重大突破與深具影響力的貢獻。「湯森路透科學卓越研究獎」的評選方式是透過研究前

沿方法（Research Front）來進行分析，據此決定 22 個特定科學領域中，特定研究者及研究論文的影響力。其方法論乃

根據湯森路透基本科學兩大指標（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TM，ESI）：1.引用次數名列前 1%的高度被引用文獻進

行引文分析，2.共同被引用係數（cocitation）以定義某主題之深具影響力的研究群組。 

 

鍾景光教務長�生物科技學�教�、���醫學��教� 

(得獎��：癌細胞相關研究) 

  大蒜中的有機硫化合物雖使大蒜發出一股臭味，但這些成分卻能有效抑制大腸癌細胞，而他們的研究完整釐清大蒜中

抗癌成分對癌細胞的影響過程，得知抗癌成分如何讓癌細胞週期停滯，直到死亡的過程，提供大腸癌藥物研發的參考依

據。鍾教務長表示，正進行細胞體外實驗，研究在低濃度的情況下，大蒜中的抗癌成分對癌細胞新生血管增生的抑制作

用，希望為大腸癌藥物研發提供更多幫助。 

  有研究證實吃大蒜的人比較少得大腸癌，鍾景光等人發現大蒜臭味中含的「二烯丙基硫化物(DAS)」、「二烯丙基二硫化

物(DADS)」、「二烯丙基三硫化物(DATS)」可以讓大腸癌癌細胞的生長周期停滯，進而死亡，此一發現已被發表在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期刊上。 

  鍾教務長剛回國時，實驗團隊從中台灣肺癌病患的肺癌組織中純化出 RNA，並且使用特殊的引子以 differential display 

RT-PCR (ddRT-PCR)方式得到特定的 cDNA，再以膠體電泳法觀察差異性。與針對致癌成份 arylamine 的代謝，

N-acetyltransferase (NAT)酵素在人類癌細胞、微生物與植物，所扮演的角色。近幾年來，已建立中草藥與天然物標準品化

合物試驗平台，進行中草藥抗癌活性(包括：細胞凋亡、自噬、壞死、抗轉移、抗血管新生)等相關評估。 

  鍾教務長實驗室將利用相關分生技術，包括：細胞存活測定、相位差顯微鏡觀察細胞型態變化、螢光顯微觀察 DAPI

染色、流式細胞儀測定細胞週期與凋亡現象、PCR 與 Real-time PCR 測定基因表現等方法，並以西方墨點法觀察癌細胞核

或細胞質蛋白質表現變化，並且利用 cDNA 晶片與蛋白質體學技術進行分析藥物或化合物之生物活性。進行相關抗癌活

性評估，以利發展具潛力之藥物的可能，提供給醫藥界可能的方向與目標作為參考。 

  未來將執行策畫有關於中草藥粗萃取物、食品主要成分或具有潛力的抗癌藥物對血管新生的影響及在人類大腸癌細胞

株與動物模式中一些相關蛋白質的基因表現。這動機在於腫瘤細胞一旦產生抗藥性後涉及在血管新生中，癌細胞侵襲、

移動與轉移的情形。繼續探討多種中草藥有效活性成分與化合物進行活性分析。預期並藉由此了解中草藥粗萃取物、食

品主要成分或具有潛力的抗癌藥物有效活性成分之離體與活體，促進免疫功能調節的分子機制。 

 

  

蘇冠賓副教授(後排左一)、英國醫學專家
與身心介面實驗室成員合影

中國醫藥大學教務長鍾景光(右)、醫學系副教授楊家欣(左)，獲得「2011 年湯森路透科學卓越研究獎」。 

 

蘇冠賓，中國醫藥大學神經科學與�知科學研究所副教授及��醫院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 

(得獎��：安��對��驗�關研究) 

  蘇冠賓醫師是英國倫敦大學國王學院精神醫學博士，近 10 年來致力研究憂鬱症的治療，不但利用天然營養物

質—omega-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n-3 PUFAs，俗稱深海魚油)，找到治療憂鬱症「有效且安全的新療法」，更結合在

分子生物學及基因遺傳學的專長，進一步探究脂肪酸和發炎作用的關聯，找尋憂鬱症與其他疾病發生之關聯，藉以解碼

憂鬱症病因。 

  從臨床醫師的角度來看，蘇醫師的研究主題極具臨床學術價值。例如他在 2003 年發表的一項雙盲臨床研究，已成為 n-3 

PUFAs 在憂鬱症治療上的先驅之一，論文至今被引用超過 200 次（Scopus，2011 年 11 月）。這個論文不但被國際精神神

經藥理學會（CINP）主席 Professor Belmaker 譽為是「嚴謹、重要，且具代表性」的憂鬱症治療研究，更被新近歐美的憂

鬱症治療指引所引用，例如 Maudsley Guideline、CAMNAT。 

  此外，治療懷孕婦女的精神疾病是臨床一大挑戰，在抗憂鬱藥物使用的安全性極具爭議之下，蘇醫師創先發表 n-3 PUFAs

對憂鬱症孕婦的療效及安全性的論文，使得該治療方式成為此一領域的重要準則，多家國際媒體（如英國的路透社）均

加以報導。 

  蘇醫師特別強調憂鬱症的治療要能有所突破，絕不能忽略對「致病機轉」的基礎研究，因此臨床醫師能發現具實用價

值的臨床研究，並深入探討憂鬱症的分子生物學機制，進而提出病因及治療上的創新見解，實屬難能可貴。例如他使用

動物模式發現，以餵食提高腦中 n-3 PUFAs，可以預防大鼠在游水壓力中誘發類似憂鬱的行為；以及利用 BV-2 microglial 

cells 的細胞模型，首度發現 heme oxygenase-1（HO-1）在憂鬱症分子機轉中的重要角色。 

  蘇醫師也結合台灣在肝炎研究上的獨特性，以「C 型肝炎患者接受干擾素-α治療時誘發之憂鬱症」為模型，首度發現

n-3 PUFAs 及其兩個代謝酵素：Phospholipase A2（PLA2）及 cyclo-oxygenase-2（COX2），在憂鬱症病 

因上的重要性。這項研究間接證明憂鬱症的身體化症狀（頭痛、疲勞等），和免疫系統過度活化所導致的病態行為有關。 

  過去 10 年來，這一系列具系統性、前瞻性的憂鬱症研究，使得蘇醫師成為國際間知名的年輕學者，其成果不僅發表在

重要期刊，更榮獲國內外精神醫學、神經科學及營養學界重要研究獎項的肯定，包括 2008 年「英國精神藥理學會 Robert 

Kerwin 論文獎」及「張文和教授研究論文獎」、2008 及 2009 年「美國國家精神分裂症及憂鬱症研究聯盟」的年輕學者獎、

2010 年「世界脂肪酸研究學會的年輕學者獎」及「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念獎」等，去年又榮獲「葛蘭素史克憂鬱症與焦

慮症研究論文獎」及「湯森路透科學研究卓越獎」的肯定。 

  蘇醫師表示，得到湯森路透科學卓越研究獎，對其個人與團隊的研究工作是一大肯定與鼓勵。他除了要感謝家人的支

持與陪伴、恩師的指導與引領、以及好友及同仁們的付出與容忍外，更要感謝中國醫藥大學提供優良的工作環境及國科

會連續 12 年的研究計畫補助，使其能有充足的經費延續研究工作。今年在國家衛生研究院整合性醫藥衛生科技研究計畫

的補助下，蘇醫師將繼續和研究團隊全心投入憂鬱症病因及治療上的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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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2011年第五屆「臨床醫學教育貢獻獎」

評選揭曉；規劃肺臟移植手術師資培育暨移植團隊訓練的

方信元醫師、規劃第二波的醫學教育改革白培英醫師，建

立呼吸治療師訓練標準的劉金蓉呼吸治療師，推動工作醫

療品質暨病人安全之教育的蔡馨芳專員等四人，分別在

「教學實務」、「課程設計」、「教育研究」及「行政領

導」領域表現優異脫穎而出，校長黃榮村教授於十四日在

校院行政會議公開頒獎表揚，分別獲頒獎杯一座及獎金十

萬元。

中國醫藥大學「臨床醫學教育貢獻獎」係學校的臨床

醫學教育基金會創辦人陳偉德副校長、簡慧麗夫婦捐贈百

萬元設置，以激勵優秀熱忱的臨床教師，從事攸關生命健

康的臨床教學實務、課程設計、輔導咨詢、行政領導或教

育研究等臨床教學活動，且有卓越事蹟、特殊貢獻或具體

成果者，頒予臨床醫學教育獎及獎金獎勵。

2011年第五屆「臨床醫學教育貢獻獎」四位得獎人的

優良事蹟如下

白培英醫師(Dr. Pei-Ying Pai)畢業於中國醫藥學院

醫學系、中國醫藥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現為臨床

醫學博士班學生，曾至美國明尼蘇達州梅耶醫學中心擔任

研究員。 於1989到本校附設醫院服務，現任內科部一般

內科主任。

白培英醫師於2005年起擔任醫學系課程委員會執行秘

書，規劃本校第二波的醫學教育改革，尤其是醫學系四年

級下學期臨床及臨床診斷學課程，設計臨床技能新課程，

並親自參與教學；白醫師是心臟內科醫師，深知用聽診器

聽心音，是醫學生最基本的訓練課程，所以除了會帶學生

去教學病房床邊，練習聽診特別的心雜音外，更將心臟病

理及心音教學結合起來，經由心音教學專用的模擬假人，

提供學生練習正常及各種病態的心音，讓學生對心臟疾病

能更完整的認識，數年來每二週一梯次之實習醫學生的心

音教學就由他負責，每一小組6人，一組一組的輪，全年

無休。白醫師也設計OSCE考題，參與OSCE標準化病人之訓

練並曾親自擔任過標準病人；他也擔任mini-CEX種子教師

及工作坊之主持人；參與醫學倫理教學，帶領醫四及醫五

PBL小組教學之醫學倫理課程。

白培英醫師於2004至2006年擔任附設醫院醫學教育委

員會總幹事，安排實習醫學生之國考總複習課程。自2009

年起擔任一般內科主任，負責PGY訓練課程，並安排一般

醫學師資訓練課程，將healthcare matrix運用於一般醫

學師資訓練之六大核心能力課程中，廣獲受訓教師好評。

方信元醫師(Dr. Hsin-Yuan Fang)畢業於高雄醫學院

醫學系，於2009年到本校附設醫院服務，擔任胸腔外科與

臨床技能訓練暨評量中心主任。2010年至匹茲堡大學醫學

8月29日團員由聖多美飛到加彭自由市再經6個小時舟車勞頓終於到達蘭巴倫的史

懷哲紀念醫院，由該醫院最高層也是全力促成本次參訪活動的Dr. Etey(外科醫生)與
牙科Dr. Joseph接待。第二天(8月30日)早上參觀史懷哲紀念醫院的掛號區、病人分類
區、及藥庫，外科、小兒科、婦產科、眼科、急診室、一般內科等部門，又參觀實驗
室與全院的資訊網路中心。發覺很多的無奈：眼科醫師提到這邊缺乏眼鏡要配眼鏡要
到開車五小時外自由市〈一副眼鏡要花600歐元〉，驗光師及眼鏡製作在這裡是需要
的。小兒科病房保溫箱五台已經壞了兩三年，我們看到以保特瓶裝熱水在為早產兒保
溫！沒有好的維修人員與零件是這裡的難。開刀房有婦腔鏡卻沒有婦產科醫師來使用,
生產大都是產婆來接生。藥局幾乎是庫存抗生素為主。胰島素也相當缺乏，氣喘病人
只有短效氣管擴張劑，x光機目前只剩一台可以操作，肺結核發生率相當高，至於出現
藥物抗藥性或對藥物有副作用之病人，只能轉往自由市。牙科病人是分在外科病房，
正好看到一個因下顎左側第二大臼齒感染的蜂窩性組織炎住院的女病人年紀24歲，這
邊住院病人醫院不供餐，因此陪伴的家人有特別地方煮飯與洗衣地方，好像遊牧民族
逐”醫院”而居，一人生病全家出陪，這個女病人帶著她的小嬰兒一起住院，陪伴的
是妹妹及媽媽，一人住院3-4人陪伴是常有的事，病房全部是平房其外面空地很寬闊，
可以看到陪伴的家屬帶著床墊住在外面。

全體團員做完醫院巡禮後，十點半牙醫全體相關人員 (包括法語精通的兩人)前
往牙科門診，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診所外面已經坐滿滿50-60個小朋友(院方事先公告我
們來的這兩天所有治療是完全免費的！) 在辦公室先致贈該院醫師書信中需要的儀器 
(都貼上臺灣與中華民國國旗)與材料(總價值會在後敘述)後：接著兵分兩路：1. 牙醫
師臨床看診與2. 同學作口腔衛教。
1.臨床看診：患者大部分口腔情形兩極化；有非常壞的口腔也有非常好的牙齒；該

牙科有兩台治療椅只有一個來自剛果共合國的牙醫師與兩個牙助及護理人員，但
只有其中一診間是有功能的，另一診間則非常陽春。特殊病例是一位五歲男孩患
有bilateral cleft palate at anterior maxilla and lip, mid palatal suture 
totally disunion,我們只能收集他的資料回台詢問相關機構，可否透過國際援助處

中心進修肺臟移植，同年晉升為副教授，2011年取得台灣

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醫學博士學位。

方醫師平日非常重視實習醫學生的學習及教育訓練，

從2009年擔任臨床技能訓練暨評量中心主任（包括：臨床

技能中心與OSCE評量中心）開始，也同時擔任實習醫學生

教學計畫推動人及一般醫學導師與臨床教師。方醫師運用

其微創手術、臨床研究、醫學教育、器官移植與重症醫學

等專長，積極規劃各項的臨床教學訓練課程，包括有BLS/

ACLS訓練、手術縫合營、初階與高階內視鏡研習訓練、客

觀結構式臨床測驗(OSCE) 與外科部迷你客觀結構式臨床

測驗(mini-OSCE)等。除此之外，對於今年OSCE評量中心

所協助台灣醫學教育學會、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舉辦之

2011全國醫學校院聯合OSCE測驗、專科護理師OSCE訓練工

作坊等院際間的OSCE測驗，更是廣受好評。

方信元醫師也協助住院醫師臨床研究與論文撰寫，籌

辦多場大型動物實驗活動，規劃肺臟移植手術師資培育暨

移植團隊的訓練，指導外科住院醫師與主治醫師完整的例

行訓練課程，訓練的團隊更包括麻醉醫師、開刀房護理人

員、專科護理師、外科技術員..等跨科部的共同參與，建

立良好的動物實驗基礎，增加團隊手術的默契，對整個醫

學中心發展助益良多。

劉金蓉呼吸治療師 (RRT. Chin-Jung Liu)畢業

於美國加州多明尼肯大學(Dominic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管理所，具有美國與台灣呼吸治療師專業證

書，2006年起擔任中國醫藥大學呼吸治療學系講師與附設

醫院呼吸治療科總技師。劉治療師曾任中華民國呼吸照護

學會第六屆秘書長，目前擔任台灣呼吸治療期刊審稿及編

輯委員、美國呼吸照護期刊摘要的中文網播主播。

2006年擔任衛生署委託呼吸治療(照護)學系學生臨床

實習訓練標準化規範計畫的協同主持人，讓台灣呼吸治療

教育之臨床實習制度化。2007年起配合行政院衛生署推動

之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之二年期呼吸治療師訓練課

程，建立中國醫藥大學台中附設醫院的呼吸治療師訓練標

準，並善用醫院之電腦教學系統執行電腦測驗與問卷功，

使其呈現本院的教學訓練成果與學習紀錄，因此在評鑑中

獲得優良成績。

劉金蓉呼吸治療師2008年運用迷你臨床演練評量

(mini-CEX)將其推廣於呼吸治療臨床教育，並將成果「迷

你臨床演練評量(mini-CEX)在呼吸治療臨床教育之可能」

發表於2010年台灣呼吸治療學會的期刊中。另外對於本校

積極引進的互動性教學系統(IRS)，亦將其應用於呼吸治

療專業教學，並發表文章於台灣呼吸治療學會的年會壁報

中。劉金蓉呼吸治療師在臨床醫學教育的表現優異，多次

受邀演講分享教學經驗，在「教學實務」、「課程設計」

及「教育研究」之領域表現值得肯定。

蔡馨芳專員(R.N. Hsin-Fang Tsai)畢業於雲林科技
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1977年由護校畢業後
投入護理工作，於2009年獲行政院衛生署頒發「護理工作
執業三十年」獎狀。於2007年取得碩士學位後兼任本校醫
管系講師，現任北港附設醫院秘書室專員，主要負責醫療
品質暨病人安全之教育，並擬定計畫與執行推動工作。

蔡馨芳熱心臨床實務教學，2008年起擔任北港附
設醫院培養醫學生醫療體系行醫能力(Systems-Based 
Practice, SBP)之SBP輪訓課程的模組教師，創新地結合
工作實務上臨床異常事件之RCA (root-cause analysis)
的討論，配合時間序列表及健康照護矩陣 (Healthcare 
Matrix)的手法來分析臨床案例，將之導入教學課程
中；並於99學年度創作PBL的教案：「為什麼開刀出錯
了！」，深獲實習醫學生的正面評價與回饋；同時也擔任
醫務管理學系實習生之臨床老師，指導學生不遺餘力。

此外，蔡馨芳專員於2009年與2010年在醫策會之醫療
品質及病人安全教育訓練上，做RCA案例分享口頭報告，
也接受友院邀請做教育演講，頗獲同儕肯定；並配合南
區醫療網整合計畫辦理繼續教育研討會，做執行優異經驗
分享，且積極參與實務訪查活動，於2009年獲醫策會頒發
『勞苦功高』獎、2010年獲醫院頒發『行政類優良教學教
師』獎。 

2011年「臨床醫學教育貢獻獎」四位得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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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信元醫師也協助住院醫師臨床研究與論文撰寫，籌辦多場大型動物實驗活動，規劃肺臟移植手術師資培育暨移植團隊

的訓練，指導外科住院醫師與主治醫師完整的例行訓練課程，訓練的團隊更包括麻醉醫師、開刀房護理人員、專科護理

師、外科技術員..等跨科部的共同參與，建立良好的動物實驗基礎，增加團隊手術的默契，對整個醫學中心發展助益良多。 

劉金蓉呼吸治療師 (RRT. Chin-Jung Liu)畢業於美國加州多明尼肯大學(Dominic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管理所，具有美國

與台灣呼吸治療師專業證書，2006 年起擔任中國醫藥大學呼吸治療學系講師與附設醫院呼吸治療科總技師。劉治療師曾

任中華民國呼吸照護學會第六屆秘書長，目前擔任台灣呼吸治療期刊審稿及編輯委員、美國呼吸照護期刊摘要的中文網

播主播。 

2006 年擔任衛生署委託呼吸治療(照護)學系學生臨床實習訓練標準化規範計畫的協同主持人，讓台灣呼吸治療教育之臨床

實習制度化。2007 年起配合行政院衛生署推動之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之二年期呼吸治療師訓練課程，建立中國醫

藥大學台中附設醫院的呼吸治療師訓練標準，並善用醫院之電腦教學系統執行電腦測驗與問卷功，使其呈現本院的教學

訓練成果與學習紀錄，因此在評鑑中獲得優良成績。 

劉金蓉呼吸治療師 2008 年運用迷你臨床演練評量(mini-CEX)將其推廣於呼吸治療臨床教育，並將成果「迷你臨床演練評

量(mini-CEX)在呼吸治療臨床教育之可能」發表於 2010 年台灣呼吸治療學會的期刊中。另外對於本校積極引進的互動性

教學系統(IRS)，亦將其應用於呼吸治療專業教學，並發表文章於台灣呼吸治療學會的年會壁報中。劉金蓉呼吸治療師在

臨床醫學教育的表現優異，多次受邀演講分享教學經驗，在「教學實務」、「課程設計」及「教育研究」之領域表現值

得肯定。 

蔡馨芳專員(R.N. Hsin-Fang Tsai)畢業於雲林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理碩士在職專班，1977 年由護校畢業後投入護理工作，

於 2009 年獲行政院衛生署頒發「護理工作執業三十年」獎狀。於 2007 年取得碩士學位後兼任本校醫管系講師，現任北港

附設醫院秘書室專員，主要負責醫療品質暨病人安全之教育，並擬定計畫與執行推動工作。 

蔡馨芳熱心臨床實務教學，2008 年起擔任北港附設醫院培養醫學生醫療體系行醫能力(Systems-Based Practice, SBP)之 SBP

輪訓課程的模組教師，創新地結合工作實務上臨床異常事件之 RCA (root-cause analysis)的討論，配合時間序列表及健康照

護矩陣 (Healthcare Matrix)的手法來分析臨床案例，將之導入教學課程中；並於 99 學年度創作 PBL 的教案：「為什麼開刀

出錯了！」，深獲實習醫學生的正面評價與回饋；同時也擔任醫務管理學系實習生之臨床老師，指導學生不遺餘力。 

此外，蔡馨芳專員於 2009 年與 2010 年在醫策會之醫療品質及病人安全教育訓練上，做 RCA 案例分享口頭報告，也接受

友院邀請做教育演講，頗獲同儕肯定；並配合南區醫療網整合計畫辦理繼續教育研討會，做執行優異經驗分享，且積極

參與實務訪查活動，於 2009 年獲醫策會頒發『勞苦功高』獎、2010 年獲醫院頒發『行政類優良教學教師』獎。 

【相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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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揚的愛-海外口腔衛教醫療(加彭篇)

史懷哲典範之傳承─

其實本次牙醫系的非洲義診能圓滿達成要感謝 D1 鄭鴻麟醫師與 D16 沈瑞文醫師放下診所業務，自費參與、全程鼎力相助，

是學弟妹最好的傳承榜樣；另外在加彭我們捐贈史懷哲紀念醫院牙科的義診醫材儀器及贈品總價值也逼近我們贈送該院

的七千歐元現金；沒有下列廠商的熱心贊助就無法成就這次的活動！ 

感謝  

偉登公司贈送高速、慢速磨牙手機 

奇祈公司贈送光聚合照射機 

日本 GC 公司贈送玻璃離子體粘著劑(GIC) 

美商登士派公司贈送 IRM 及複合樹脂 

葛蘭素公司 sensodyne 牙膏 

登威公司牙刷放置玩具等 

雷峰公司贈送健康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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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後全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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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大校長黃榮村教授，副校長吳聰能教授、教務長鍾景光、學務長林振文、總務長
黃文光、醫學系主任李正淳等人親切接待，兩校長師長與中一中校友親切互動，會
場氣氛熱絡。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黃榮村並贈送學校編印
的台灣中部醫療人物誌
叢書，及師生遠赴非洲
見証史懷哲行醫典範的
第一手資料，提供台中
一中學生閱讀，由台中
一中校長郭伯嘉接受。
台中一中校友會則在會
場招兵買馬邀請學弟參
加品酒會、咖啡講座、
音樂會、球類競賽聯誼
等活動，豐富大學的多
元生活內涵。

大學生涯多采多姿，遇到校友的扶持照顧最感窩心。就讀中國
醫藥大學的台中一中校友50餘人，四日傍晚參加「高中校友日」與母
校的師長和學長、學弟們相見歡。台中一中校長郭伯嘉感謝中國醫大
替高中搭橋連繫校友們的情感，他勉勵自詡「龍族」的校友體現群聚
的團結力量，讓學習生活與課業表現更為亮眼。

中國醫藥大學今年首度開辦「高中校友日」系列活動，由台中
一中打頭陣；校長黃榮村教授誠摰的歡迎各高中的師長蒞校瞭解及關
心校友們的大學生活與學習情形。他說，就讀中國醫大的台中一中
校友超過300人，台中女中約200人，建中和北一女約300人，還有中
山、景美、武陵等知名的高中學府畢業學子，也是醫學系、中醫、牙
醫和藥學系的主力人才，同時在醫藥領域有傑出的表現，檢測發現塑
化劑的衛生署食品藥物局楊姓技正就是中國醫大的畢業校友。

黃榮村校長表示，大學求學過程，難免遇到困難和生活的壓力，
最需要同學的支持、朋友的幫忙和校友的協助，中國醫大開辦「高中

校友日」就是搭起連結高中與大學間的橋樑，連繫校友感情相互扶持幫忙，一起快樂學習成長。
「這是第一次學校老師組團到大學探視畢業校友」台中一中校長郭伯嘉認為校友聯誼有實質

意義，他以過來人的經驗說，大學生新鮮人對於學校環境、教授的教學風格不熟悉，避免考試被死
當，怎麼補修學分，學長指導學弟不走冤枉路是很重要的事，因此，透過地域性的連結可以讓同學
感覺親切而融洽。

郭伯嘉校長滿懷自信的表示，台中一中校友是國內優質大學的「大戶」，對於大學師長們的照
顧提攜心存感激，該校教學目標希望畢業生錄取台大、清大、交大、成大還有醫學院能突破八成以
上，未來在課程設計和內容創新上，還要借重中國醫藥大學的協助展現新風貌。

台中一中校友會理事長蘇主恩致詞肯定中國醫大辦學治校蒸蒸日上的努力成果，讓中部地區優
秀學子都願意留在台中就讀，中國醫大積極超越進入世界排名500大，讓師生都看到了願景。

領導中國醫大教學卓越計劃的副校長吳聰能教授說，在校園開辦「高中校友日」能化被動為主
動，大學不再是等著學生入學，必須透過校際交流和展覽活動，主動到高中發掘人才，舉例來說，
本校舉辦的全國女性科學家會議系列活動成果到高中巡迴展，讓《築夢列車》引導啟發學生對現代
科技、生物醫學等不同領域的興趣和新思維，提供學習的典範人物對社會貢獻事蹟，做為選讀大學
科系的方向。

台中一中校友在中國醫大相見歡活動，四日傍晚在互助大樓B1學生活動中心以餐敘方式聯誼，
一中校長郭伯嘉偕校友會理事長蘇主恩、教務主任陳余各、學務主任廖財固、輔導主任魏月容、人
事主任張貴木、圖書館主任王昭富一行十餘人，蒞校與50多位校友閒話家常並關心作息生活，中國

本校口腔衛生學系於2010年11月25日由黃榮

村校長主持與日本愛知學院大學口腔衛生學系辦

理學術交流簽約儀式。

位於日本中部大城名古屋巿的愛知學院大學

(簡稱AGU)，創校於1876年，迄今已有136年，目

前設有齒學部、心身科學部、藥學部等10部(相

當於學院)，其中短期大學部設有三年制齒科衛

生學科(相當於口腔衛生學系)，每年招收100名

高中畢業生，修業時間為3年，包含1年實習，

畢業後可選擇就業或續讀1年專攻科，以取得學士學位，另有大學院(即研究

所)，可攻讀齒學研究科博士班。該校設有規模極大的齒學部附屬病院，口腔

衛生為其中一個專科。齒學部有133位助理教授以上師資，齒科衛生學科則另

有12位，再加上人數眾多的講師、助教及臨床實習教師，可提供該系學生見

習及實習完整優良的學習環境。而日本齒科衛生士(相當於口腔衛生師)證照

自二戰之後即迅速建立，至今已有60餘年，目前全日本齒科衛生士已逼近10

萬人。相對地，日本在口腔衛生保健也有相對地突破，各牙科診所大都聘有

口衛師協助牙醫師從事口腔預防保健工作。

透過與日本愛知學院簽約，促進兩校的

國際交流，拓展兩校師生的國際視野，增進學

習。而自今年暑假起，本校也安排口衛系學生

林筱真、王明、楊雅涓等三位同學至日本愛

知學院大學口腔衛生學系進行為期4週的海外

見習，讓同學的國際視野更廣寬(該系網頁有

介紹http://www.agu-web.jp/~dental/index.

php?ID=29)。

於2011年8月26日，AGU千田(Senda)彰教
授蒞校參訪，千田教授為AGU齒學部保存修復
科教授兼教務主任，剛結束AGU附設醫院副院
長任期，同時也是ICD日本分會國際長。這次

和夫人一起至本校參訪與交流，在國際事務處的協同下，安排參訪本校牙醫
系與口衛系的教學設施(由牙醫系陳三餘教授與口衛系林殿傑助理教授協助介
紹)、附設醫院的牙科部(由附醫簡杳宜醫師及本系任職牙科部技術員的吳宜
旂校友協助介紹)，另參觀台中市著名的國立科博館(由口衛系林子賢主任、
醫學系第一屆張峰鳴校友、以及科博館日語導覽志工協助導覽)。當天千田教
授會晤本校黃榮村校長，在此次的交流
活動中，相信將更有益於兩校未來的發
展。另外，參觀本校運動醫學系的教學
設施，希望日後能與AGU心身科學部健
康科有交流合作的機會。

透過學術交流活動的建立，更豐
富兩校的資源，且讓師生不再侷限本土
的學習，更跨越國際的領域，進而在牙
科與口腔保健與照護方面，有更大的突
破，是所盼！ 

『不同領域的大學、需要不同特質的學
生；』台中女中校長戴旭璋14日傍晚與就讀中國
醫藥大學的畢業校友相見歡；他肯定中國醫大開
辦「高中校友日」能連結與高中互動的橋樑，況
且，從大學生的學習成效得以窺知高中生是否選
對路了，如此，更有助於高中教育引導學生開發
自己有興趣的潛能，培養喜愛的學習領域順利接
軌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今年首度開辦「高中校友日」
系列活動，邀請各高中的師長蒞校瞭解及關心畢
業校友的大學生活與學習情形，14日傍晚的台中
女中校友相見歡是繼台中一中校友日的第二場次
活動。

校長黃榮村教授親自接待台中女中校長戴旭

璋與校務主管、家長會長賴夢韓及校友會理事長

江美虹等一行十六人，黃榮村校長說，目前就讀

中國醫大的台中女中校友約250餘人，僅次於台中

一中，除學生以外，在校任職的教師也不少，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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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女中名聲響亮，源自於品學兼優的畢業

校友在不同的領域表現出色；戴旭璋校長卻不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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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女性科學家成果高中巡迴展，開啟兩校良好的

互動交流模式，在少子化的趨勢下，中女中也希望

了解畢業學子進入大學的學習成效，參訪各大學請

益，了解大學需要甚麼樣特質的學生，從高中基礎

教育培養學生，成為未來社會所需的人才。

台中女中家長會長賴夢韓開心的表示，中國醫

藥大學舉辦「高中校友日」連繫母校師長和學姐、

學妹姊的情誼，讓人倍感溫馨，站在家長的立場，

台中一中校友在中國醫藥大學相見歡

本校與日本愛知學院大學學術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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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本校的台中一中校友首次聚會與師長開心合影

本校與日本愛知學院大學學術交流活動 

本校口腔衛生學系於 2010 年 11 月 25 日由黃榮村校長主持與日本愛知學院大學口腔衛生學系辦理學術交流簽約儀式。 

位於日本中部大城名古屋巿的愛知學院大學(簡稱 AGU)，創校於 1876 年，迄今已有 136 年，目前設有齒學部、心身科學

部、藥學部等 10 部(相當於學院)，其中短期大學部設有三年制齒科衛生學科(相當於口腔衛生學系)，每年招收 100 名高中

畢業生，修業時間為 3 年，包含 1 年實習，畢業後可選擇就業或續讀 1 年專攻科，以取得學士學位，另有大學院(即研究

所)，可攻讀齒學研究科博士班。該校設有規模極大的齒學部附屬病院，口腔衛生為其中一個專科。齒學部有 133 位助理

教授以上師資，齒科衛生學科則另有 12 位，再加上人數眾多的講師、助教及臨床實習教師，可提供該系學生見習及實習

完整優良的學習環境。而日本齒科衛生士(相當於口腔衛生師)證照自二戰之後即迅速建立，至今已有 60 餘年，目前全日

本齒科衛生士已逼近 10 萬人。相對地，日本在口腔衛生保健也有相對地突破，各牙科診所大都聘有口衛師協助牙醫師從

事口腔預防保健工作。 

透過與日本愛知學院簽約，促進兩校的國際交流，拓展兩校師生的國際視野，增進學習。而自今年暑假起，本校也安排

口衛系學生林筱真、王明、楊雅涓等三位同學至日本愛知學院大學口腔衛生學系進行為期 4 週的海外見習，讓同學的國

際視野更廣寬(該系網頁有介紹 http://www.agu-web.jp/~dental/index.php?ID=29)。 

於 2011 年 8 月 26 日，AGU 千田(Senda)彰教授蒞校參訪，千田教授為 AGU 齒學部保存修復科教授兼教務主任，剛結束

AGU 附設醫院副院長任期，同時也是 ICD 日本分會國際長。這次和夫人一起至本校參訪與交流，在國際事務處的協同下，

安排參訪本校牙醫系與口衛系的教學設施(由牙醫系陳三餘教授與口衛系林殿傑助理教授協助介紹)、附設醫院的牙科部

(由附醫簡杳宜醫師及本系任職牙科部技術員的吳宜旂校友協助介紹)，另參觀台中市著名的國立科博館(由口衛系林子賢

主任、醫學系第一屆張峰鳴校友、以及科博館日語導覽志工協助導覽)。當天千田教授會晤本校黃榮村校長，在此次的交

流活動中，相信將更有益於兩校未來的發展。另外，參觀本校運動醫學系的教學設施，希望日後能與 AGU 心身科學部健

康科有交流合作的機會。 

透過學術交流活動的建立，更豐富兩校的資源，且讓師生不再侷限本土的學習，更跨越國際的領域，進而在牙科與口腔

保健與照護方面，有更大的突破，是所盼！ 

【相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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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讓孩子不用回母校也能感受到母校的關懷，對

學校的用心致上萬分謝意。

台中女中校友會理事長江美虹表示，中國醫大

培育了許多優秀的人才，能與中部地區民眾的生活

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真是不容易的事。100年12月

10日是台中女中92週年校慶，她鼓勵校友們回娘家

「校友家族大集合」共襄盛舉。

就讀中國醫大的台中女中校友50餘人，十四日

傍晚參加在互助大樓B1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的「高中

校友日」餐敘聯誼，台中女中校長戴旭璋偕校友會

理事長江美虹、總幹事唐中伶、家長會長賴夢韓、

教務主任王裕德、總務主任林明佐、圖書館主任孫

新光、秘書鄭博文等一行十六人，蒞校與畢業校友

閒話家常並關心作息生活，中國醫大校長黃榮村教

授，副校長吳聰能教授、教務長鍾景光、學務長林

振文、總務長黃文光、牙醫系主任涂明君、營養系

主任黃惠瑛等人親切接待，兩校師長與中女中校友

交誼氣氛熱絡。

會後，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並與台中女中

校長戴旭璋互贈紀念品，同時與會校友合影留念，

對增進大學連結高中豐富教育內涵邁出大步。

中女心、綠苑情～

台中女中校友在中國醫藥大學校園相見歡

中女心、��情�台中女中校友在中國醫藥大學校園相見歡  

 

『不同領域的大學、需要不同特質的學生；』台中女中校長戴旭璋 14 日傍晚與就讀中國醫藥大學的畢業校友相見歡；他

肯定中國醫大開辦「高中校友日」能連結與高中互動的橋樑，況且，從大學生的學習成效得以窺知高中生是否選對路了，

如此，更有助於高中教育引導學生開發自己有興趣的潛能，培養喜愛的學習領域順利接軌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今年首度開辦「高中校友日」系列活動，邀請各高中的師長蒞校瞭解及關心畢業校友的大學生活與學習情

形，14 日傍晚的台中女中校友相見歡是繼台中一中校友日的第二場次活動。 

校長黃榮村教授親自接待台中女中校長戴旭璋與校務主管、家長會長賴夢韓及校友會理事長江美虹等一行十六人，黃榮

村校長說，目前就讀中國醫大的台中女中校友約 250 餘人，僅次於台中一中，除學生以外，在校任職的教師也不少，諸

如牙醫系主任涂明君、營養系主任黃惠瑛等人表現優異。 

台中女中名聲響亮，源自於品學兼優的畢業校友在不同的領域表現出色；戴旭璋校長卻不以此自滿，台中女中在區域性

的優秀、全國性的優異基礎上，還要積極提升為國際性的卓越高中。他說，日前中國醫藥大學在中女中校園舉辦《築夢

列車》全國女性科學家成果高中巡迴展，開啟兩校良好的互動交流模式，在少子化的趨勢下，中女中也希望了解畢業學

子進入大學的學習成效，參訪各大學請益，了解大學需要甚麼樣特質的學生，從高中基礎教育培養學生，成為未來社會

所需的人才。 

台中女中家長會長賴夢韓開心的表示，中國醫藥大學舉辦「高中校友日」連繫母校師長和學姐、學妹姊的情誼，讓人倍

感溫馨，站在家長的立場，可以讓孩子不用回母校也能感受到母校的關懷，對學校的用心致上萬分謝意。 

台中女中校友會理事長江美虹表示，中國醫大培育了許多優秀的人才，能與中部地區民眾的生活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真

是不容易的事。100 年 12 月 10 日是台中女中 92 週年校慶，她鼓勵校友們回娘家「校友家族大集合」共襄盛舉。 

就讀中國醫大的台中女中校友 50 餘人，十四日傍晚參加在互助大樓 B1 學生活動中心舉行的「高中校友日」餐敘聯誼，

台中女中校長戴旭璋偕校友會理事長江美虹、總幹事唐中伶、家長會長賴夢韓、教務主任王裕德、總務主任林明佐、圖

書館主任孫新光、秘書鄭博文等一行十六人，蒞校與畢業校友閒話家常並關心作息生活，中國醫大校長黃榮村教授，副

校長吳聰能教授、教務長鍾景光、學務長林振文、總務長黃文光、牙醫系主任涂明君、營養系主任黃惠瑛等人親切接待，

兩校師長與中女中校友交誼氣氛熱絡。 

會後，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並與台中女中校長戴旭璋互贈紀念品，同時與會校友合影留念，對增進大學連結高中豐

富教育內涵邁出大步。 

【相關圖片】 

   

就讀本校的台中女中校

友與母校師長開心相見

歡。  

   

黃榮村校長歡迎台中女

中校務主管蒞校參訪與

畢業校友聯誼。  

   

黃榮村校長與台中女中

校長戴旭璋互贈紀念品。 

   

台中女中校友相見歡場

面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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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藥學』“學海築夢” 成功！！
為培養本系碩博班臨床藥學專業人才，在有限的經費及資源下，林香汶助理教授協同數位本

系研究所碩博士班學生合力申請99年度教育部學海築夢補助計劃，最後獲得高達伍拾伍萬經費的補

助。於99年底至100年三月間共計有何佳凌、辜鐘慧及蔡馨慧三位學生至剛建立起國際合作關係的美

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藥學院，進行約兩個月的臨床藥學專業實習。

林香汶老師也隨同於兩週的時間實際造訪南加大瞭解學生海外專業實習情形，並深入與該校臨床師

資及指導實習的臨床藥師討論臨床藥學專業訓練的內容及未來的改進之道。

一行人結束此行後，參與者很努力的於藥學系臨床藥學相關課程中及研究所專題討論的課堂中

分享海外專業實習的心得，也合力完成此「臨床藥學專業種籽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的成果報告。

這是藥學系碩博班中第一個申請的教育部學海築夢計劃也是第一個接獲補助的計劃，和校內其他系

所有長期申請及接獲補助經驗相比，我們還算是初生之犢，但卻一次就拿到很理想的補助。我們感

謝教育部的補助以及吳介信主任及吳天賞院長的支持，也終於在今年九月接獲校長頒贈的獎盃。

其實，在這申請及回饋過程中，我們很用心的規劃讓學生能利用很多機會盡力的學習並分享所

學。雖然，在心得分享的報告過程遇到一些阻礙，有感於本系碩博班專供 臨床藥學訓練的少數學生

接受臨床藥學專業訓練不如其他具有臨床藥學研究所的國立大學來的順遂，所獲得的資源及支持仍

然有限。然而，我們不畏艱難的完成心得 報告並很榮幸的拿到了99年度工程生醫心得報告唯一的佳

作。於九月三十日由本人代表參加教育

部100年度「獎助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海外專業實習)計畫」成果

發表暨心得分享座談會，我親自領取教育部頒發的佳作獎牌。與同時領獎的台

大臨藥所林淑文老師瞭解後得知，台大臨藥所已申請四年學海築夢，只獲得一

次98年度的工程生醫心得報告佳作，而我們的結案報告成果更甚於她們今年的

報告，因此，可以榮獲99年度的工程生醫心得報告佳

作。雖然，心理很雀躍但也很惶恐未來遲續申請的困

難度。

我們衷心的希望本系研究所臨床藥學的專業訓練

得以繼續與海外先進國家學習，以期能培訓出更多可

以在臨床藥學職場及相關專業研究的人員，100年度

已由洪靚娟老師擔任主持人以同樣的方式申請學海築

夢補助，最後也得到約貳拾捌萬的補助，這是本系研

究所參與臨床藥學

專業訓練師生的榮

耀，也是藥學系及

藥學院國際學術交

流活動之重大成果。我們已將成果報告分享

給國際事務處，也希望分享給其他有意願申

請教育部學海築夢補助者。未來建議參與的

同學可以將所學分享給其他學生，用心的撰

寫心得，也可以以個人的身份得到心得的佳

作並可以在全國的座談會中分享。
林香汶助理教授接獲教育部國際文
教處林處長文通的獎牌

�臨床藥學��學海築夢＂ 成��� 

為培養本系碩博班臨床藥學專業人才，在有限的經費及資源下，林香汶助理教授協同數位本系研究所碩博士班學生合力

申請 99 年度教育部學海築夢補助計劃，最後獲得高達伍拾伍萬經費的補助。於 99 年底至 100 年三月間共計有何佳凌、辜

鐘慧及蔡馨慧三位學生至剛建立起國際合作關係的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藥學院，進行約兩個月

的臨床藥學專業實習。林香汶老師也隨同於兩週的時間實際造訪南加大瞭解學生海外專業實習情形，並深入與該校臨床

師資及指導實習的臨床藥師討論臨床藥學專業訓練的內容及未來的改進之道。 

一行人結束此行後，參與者很努力的於藥學系臨床藥學相關課程中及研究所專題討論的課堂中分享海外專業實習的心

得，也合力完成此＂臨床藥學專業種籽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的成果報告。這是藥學系碩博班中第一個申請的教育部學

海築夢計劃也是第一個接獲補助的計劃，和校內其他系所有長期申請及接獲補助經驗相比，我們還算是初生之犢，但卻

一次就拿到很理想的補助。我們感謝教育部的補助以及吳介信主任及吳天賞院長的支持，也終於在今年九月接獲校長頒

贈的獎盃。 

其 實，在這申請及回饋過程中，我們很用心的規劃讓學生能利用很多機會盡力的學習並分享所學。雖然，在心得分享的

報告過程遇到一些阻礙，有感於本系碩博班專供 臨床藥學訓練的少數學生接受臨床藥學專業訓練不如其他具有臨床藥學

研究所的國立大學來的順遂，所獲得的資源及支持仍然有限。然而，我們不畏艱難的完成心得 報告並很榮幸的拿到了 99

年度工程生醫心得報告唯一的佳作。於九月三十日由本人代表參加教育部 100 年度「獎助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

修(海外專業實習)計畫」成果發表暨心得分享座談會，我親自領取教育部頒發的佳作獎牌。與同時領獎的台大臨藥所林淑

文老師瞭解後得知，台大臨藥所已申請四年學海築夢，只獲得一次 98 年度的工程生醫心得報告佳作，而我們的結案報告

成果更甚於她們今年的報告，因此，可以榮獲 99 年度的工程生醫心得報告佳作。雖然，心理很雀躍但也很惶恐未來遲續

申請的的困難度。 

我們衷心的希望本系研究所臨床藥學的專業訓練得以繼續與海外先進國家學習，以期能培訓出更多可以在臨床藥學職場

及相關專業研究的人員，100 年度已由洪靚娟老師擔任主持人以同樣的方式申請學海築夢補助，最後也得到約貳拾捌萬的

補助，這是本系研究所參與臨床藥學專業訓練師生的榮耀，也是藥學系及藥學院國際學術交流活動之重大成果。我們已

將成果報告分享給國際事務處，也希望分享給其他有意願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補助者。未來建議參與的同學可以將所學

分享給其他學生，用心的撰寫心得，也可以以個人的身份得到心得的佳作並可以在全國的座談會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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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級會員 Chairman’s Club

院長級會員 Dean’s Club 

校長級會員 President’s Club

  金     額                     捐  款  者

  金     額                     捐  款  者

【教學卓越計畫基金】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560

560

560

560

1,500

1,960

2,000

2,000

2,500

2,500

2,800

3,000

3,200

3,200

3,640

4,600

5,000

6,000

10,000

10,000

14,000

16,240

20,000

50,000

100,000

100,000

250,000

500,000

500,000

丁雅妤

李宥儒

李家瑩

周昀憙

林宜德

張育誠

陳俞妏

陳奕如

黃詠昕

楊　翼

詹勝宏

劉育婷

劉彥翎

蘇穎彤

柯欣慈

張晋維

楊雅雯

謝弼臣

劉威志

翁　郡

天寶中醫診所

蘇勳璧

何玲芸

陳志輝

張林連鑫

鄭旭亨

李亞欣

張森豪

李貞諭

鄭逢吉

林子賢

蔡佳蓉

莊瓊茂

謝淑惠

陳素鳳

郭韋敏

羅炳梧

吳聰能

何永仁

鐘光廷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牙醫學會

林一銘

捐 款 芳 名 錄 捐款時間100.09.14－101.02.13

  金     額     捐     款    者   金     額      捐     款    者

  金     額                                捐     款    者

【學校各社團】

2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5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5,000

5,000

蔡榕熏

台中縣中醫師公會

吳英偉

財團法人陳趙樹公益慈善基金會

陳冠同

傑瑞老人安養中心

微笑小舖

臺灣省台南市鹿耳門天后宮

歐聖榮

顏伯昌

殷夢婷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瑞光基金會

財團法人慈暉社會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藥師公會

談伯慶

財團法人民生建設基金會

財團法人許加紀念基金會

【學務處-薪傳還款基金】

【校務發展基金】

【圖書基金】

【各類指定捐款】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朱俊銘

何鐘德

李奇樺

李泓葳

周孟穎

周奎伯

林建仲

凌秋蓮

高翊程

張美瑜

許啟仁

陳錦華

1,000

1,000

2,000

3,000

5,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000

20,000

20,000

50,000

5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50,000

250,000

250,000

1,200,000

1,542,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李源德

李慶雲

沈戊忠

林正介

林坤和

姚俊旭

范宗宸

孫茂峰

徐武輝

高尚德

陳自諒

陳宏基

陳志成

陳志毅

陳坤堡

陳貽善

彭慶添

黃千純

黃建仁

黃秋錦

楊美都

楊麗慧

廖世傑

劉順瑛

蔡朋枝

鄭隆賓

鄧成連

現程生技有限公司

尤綿綿

劉思沅

薛益忠

5,000

6,085

20,000

200,000

簡君儒

北港分部拾獲金捐款

鐘國禎

盧耳順

5,000

5,000

6,000

6,18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2,000

13,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50,000

50,000

50,000

130,000

統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中市水安宮

謝振鋒

財團法人台中聖壽宮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成杏醫學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彥棻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善立文教慈愛基金會

摩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謝淑惠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板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國社會行為研究社中華崑崙道苑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南紡織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華緣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興毅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覺恩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佛教懷仁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蔡長海教育基金會

普賢寺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金    額       捐     款    者
【臨床醫學教育基金】

王廷輔

張正成

郭怡伶

曾意惠

曾憲雄

黃永勝

黃高彬

林彩玫

施二文

張玲鈺

傅立志

黃麗美

林鴻志

許志賢

吳天賞

朱界陽

吳金濱

吳淑芬

李奇學

卓麗淑

周宜卿

林文川

林俊義

林振文

林清淵

林嘉德

林曉娟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2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3,000

3,000

3,2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1,000

2,500

25,000

50,000

  金    額       捐     款    者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800

4,600

4,600

5,000

5,6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邱文達

邱俊誠

柯玉珠

柯慧貞

郭煌宗

陳一雄

辜玉茹

黃文光

黃文良

廖恭毅

蔡順美

蔡輔仁

鄭光甫

賴淑玲

鍾景光

蘇百弘

吳世銓

李文源

楊榮林

黃定鼎

高錦芳

王乃弘

余建志

吳康文

吳嵩山

李正淳

李英雄

6,000

6,500

6,500

6,500

6,500

6,600

6,600

6,600

6,600

6,600

6,600

8,000

8,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2,000

12,000

12,000

20,000

20,000

100,000

羅秀芬

李焜耀

李錫華

游克用

雷輝

吳永昌

吳錫金

陳永松

陳安琪

陳悅生

黃建二

周德陽

劉淑真

何宗融

吳東瀛

吳聰能

林嘉琪

施純明

陳榮宗

劉育東

林昭庚

陳振興

蔡進發

黃榮村

蕭登斌

蔡長海

黃惠玲-生醫中心-2011年中區輔助電玩大賽暨研發成果發表會

蔡宜家-生醫中心-2011年中區輔助電玩大賽暨研發成果發表會

洪采瑋-生醫中心-2011年中區輔助電玩大賽暨研發成果發表會

廖桂雪-生醫中心-2011年中區輔助電玩大賽暨研發成果發表會

沈秀玟-生醫中心-2011年中區輔助電玩大賽暨研發成果發表會

洪金旺-生醫中心-2011年中區輔助電玩大賽暨研發成果發表會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生醫中心-2011年中區輔助電玩

大賽暨研發成果發表會

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生醫中心-2011年中區輔

助電玩大賽暨研發成果發表會

蘇郁尹-生醫中心-2011年中區輔助電玩大賽暨研發成果發表會

陳宗德-牙醫學系專用

喬福泡綿股份有限公司-生醫中心-2011年中區輔助電玩大賽暨研

發成果發表會

黃榮村-生醫中心-2011年中區輔助電玩大賽暨研發成果發表會

傅立志-牙醫系-讓愛發芽

廖誌曉-指定鍾景光捐款

王瑞莉-藥學院博士生獎學金

吳天賞-藥學院博士生獎學金

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藥學院博士生獎學金

謝振鋒-藥學院博士生獎學金

林一銘-包大靝副教授實驗室

林一銘-鍾景光教授實驗室

趙志文-湯智昕教授實驗室

日本藥科大學

  金     額                               捐     款    者

  金     額                               捐     款    者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000

2,000

2,000

2,000

游欣潔

黃富泉

廖贊堯

劉思瑜

鄭厚健

賴昱安

蘇晏左

施純全

鄭耀明

羅竹君

蘇培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