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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心，今年底安南醫院開幕營運

後，可提供病患橫跨南北的完善就

醫環境和醫療服務。

榮獲2011國家公益獎的蔡長海

董事長是秉持「健康、關懷、創

新、卓越」理念塑造優質機構文

化，他說，大學主要目的是為社會

培育人才，對學生的照顧必須擺在

第一位，還有老師及校院同仁，因

此，關懷師生健康的身、心、靈，

提升員工的福利，營造快樂、積極

向上的氣氛，讓每位同仁有引以為

傲的『榮譽感』。

「求新求變、勿安於現狀」是黃

榮村校長對師生的期許。他說，面對國際化的競爭，大學不能閉關自守，要以有限

的資源做最大的事，秉著傳統為主軸發展具指標的教學研究特色，才能在國際學術

殿堂，取得發言權、發揮影響力。

陳偉德副校長在會中簡報2008-2012年校務發展計畫十大目標執行成效，這十大

目標包括：(一)朝向「強調大學部教育品質的研究型大學」發展。(二)持續培養及遴

聘優良師資。(三)加強中醫藥及本土化疾病之基礎與臨床的整合研究。(四)培養學生

終身學習及實證操作的能力。(五)培養學生具有人文素養及道德情操之專業人才。

(六)加強學生國際化及資訊化的能力。(七)擴充台中校區教學、研究及生活設施。

(八)增設北港校區教學及生活設施。(九)發揚中、西醫結合特色，建立一流醫療體系

網，服務社區。(十)產官學研合作，發展健康產業，開闢生物醫學園區。鄭隆賓執行

長提出100學年度共識營的決議與追蹤狀況，他求好心切的說，雖然要求高一點，幸

福指數會跟著水漲船高。

在龍騰虎躍的鼓樂聲中，國際長李信達在開幕式也親自帶領舞龍隊賣力演出，把

會場氣氛帶入高潮，展現校院傳承年輕一代的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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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本體系的共識營都由醫院主辦，今年為了配合學校擬定中長程校務計畫，轉

由學校主辦，而且是由年輕的國際長李信達教授主辦。當然在黃校長及諸位副校長督

促之下，學校動員了總務，學務，教務以及系所各單位的老師、行政人員，甚至於一

些學生社團也參與，讓整個共識營更耳目一新，更有朝氣、活力。

『國際一流』是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邁向國際化追求的目標。白袍CEO蔡長

海董事長在校院主管共識營披露推動的方向和藍圖，將以大學和醫療體系為軸心，前

進水湳經貿園區開辦生醫產業、並籌設健康養生社區，進而跨足文化創意產業及物流

業，10年內的總投資金額高達160億元。

蔡長海董事長期盼殷切的說，國際化是台灣未來必須要走的路，大學務必要調整

機構文化、強化核心能力，才能創新價值；當雲端服務的時代來臨，真知力行3R守

則的轉念（Re-think）善盡

社會責任、重新教育（Re-

educate）及重新創造（Re-

invent），這些改變還要定

期追蹤督導，才能越變越

好。

中國醫藥大學的醫療體

系肩負教學重任與急重症醫

療使命，擁有國際水準的腦

中風中心、癌症中心與器官

移植中心，未來將加強發展

國際醫療服務，成為國際一

流中、西醫學中心；此外，

北港附設醫院積極邁向醫

《承諾》前進力量的凝聚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
舉辦中長程校務發展共識營

國科會從去年開始推動「補助在台成立跨國頂尖研究中心計畫」I-RiCE，目的

在吸引世界排名前五十名的大學、國外的國家實驗室和研發單位，共同在台灣成立

「國際級頂尖研究中心」。今年第二期共十八件申請案，最後有四件通過，本校暨

醫療體系榮登其一。這項為期五年的計畫補助，將與台大醫療體系共享，並同步進

行與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之密切合作。

四件通過案分布在癌症研究、智慧型機器人、食品科技與超級運算中心領域，

每個領域都只有一名獲選，因此三方結盟合作成立的「跨國頂尖癌症研究中心」能

夠脫穎而出，證明本校暨醫療體系長久來的努力已經有目共睹。

這項跨國計畫將針對東西方遺傳基因與生活飲食習慣的差異，找出適合東方人

的癌症療法。腫瘤幹細胞在癌轉移與抗藥性形成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在探討範

疇。除此之外，尋求具有藥物研發潛力的標靶分子與路徑，進而發展有效的治療策

略，改善癌症病患預後情況，更是中心成員希望達到的成果。

台大醫療體系早已整合轉譯醫學研究、癌症臨床試驗與基因體研究中心，對台

灣癌症醫療貢獻良多。安德森癌症中心為美國六大癌症研究中心之一，更是世界公

認的頂尖癌症研究中心。本校附設醫院癌症中心於2007年11月成立，為中部地區第

一個癌症中心，提供癌症患者整合性的服務之外，癌症相關研究乳癌、口腔癌、肺

癌和白血病的論文發表數和h-index，年年都在成長，臨床與研究雙雙達到國內一

級水準。多年來三方已進行多項跨國

性計畫，合作無間，今年再度攜手申

請成功，可謂水到渠成。

本校暨醫療體系的癌症研究團隊

陣容堅強，重要成員包括癌症中心院

長陳志毅，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吳永

昌、研發長蔡輔仁，以及癌症中心副

院長邱昌芳。在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

中心副校長洪明奇、台大醫學院長楊

泮池，以及本院癌症中心院長陳志毅

合作，該計畫盼能整合豐沛的研發資

源與能量，吸引國際一流人才長期進

駐，使台灣與國際尖端研究接軌，大

幅提升國家研發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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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長海董事長致詞

全國女性科學家會議系列活動成果展於20日起在中國醫藥大學藝術中心開展，

台中市副市長蔡炳坤稱許校園營造兩性和諧的學習環境格外具有意義。校長黃榮村

教授則希望社會能看見女性在不同領域傑出表現和貢獻，值得青年學子當為追夢圓

夢的良師益友，開啟日後有特色能自我實現的生

涯。

蔡炳坤副市長致詞時表示，對於女性議題活動

有助於改變大眾的性別刻板印象，近年來，台灣在

聯合國的「性別評比指數」與「性別權力測度」均

居亞洲第二名；與先進國家相較毫不遜色。中國醫

藥大學營造兩性皆能發揮潛能的和諧環境，進而將

人文藝術氣息融入校園做的努力值得肯定。

黃榮村校長說，去年國科會委託中國醫藥大學

舉辦「2010全國女性科學家會議」，學校邀請20多

位在科學領域與各行業表現傑出女性分享築夢、實

踐的成功經驗，對鼓勵女性打破性別藩籬，追求自

我，發揮潛能有積極意義。因此，今年4.5月又規

劃了北、南、東三區的《築夢列車》活動，透過講

者與年輕學子對話，引領高中職校與大專同學自我

探索，在校園受到廣泛的迴響，此系列活動成果巡

迴展可以為讓社會帶來不一樣視野。

隨著社會的變遷，「兩性平等」的觀念已深植

人心；主辦全國女性科學家會議系列活動成果展的

分統所長馬明琪教授表示，「2010全國女性科學家

會議」暨「築夢列車」系列活動提供的知識饗宴，

有助於激勵新世代的女性學子在求學成長過程中，

應滿懷憧憬，勇於築夢、追夢、圓夢；這項《築夢

列車》活動也將巡迴各高中職校展出，希望能在高

中職校與大專校園播下的種子，都能在不久的將

來，開花結果。

全國女性科學家會議系列活動成果展開幕教育

界人士參與相當踴躍，包括亞洲大學副校長黃永勝

博士、台中一中校長郭伯嘉、台中二中校長薛光

豐、衛道中學校長陳秋敏、中國醫大副校長吳聰能

教授、吳永昌副校長、教務長鍾景光、總務長黃文

光、生命科學院長周昌弘講座教授及藝術中心主任

蔡順美等近百人，展期從9月20日至10月28日，地

點在台中市育德路29號、中國醫藥大學安康教學大

樓2樓的藝術中心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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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國科會補助 

 

國科會從去年開始推動「補助在台成立跨國頂尖研究中心計畫」I-RiCE，目的在吸引世

界排名前五十名的大學、國外的國家實驗室和研發單位，共同在台灣成立「國際級頂尖研究

中心」。今年第二期共十八件申請案，最後有四件通過，本校暨醫療體系榮登其一。這項為

期五年的計畫補助，將與台大醫療體系共享，並同步進行與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之

密切合作。 

四件通過案分布在癌症研究、智慧型機器人、食品科技與超級運算中心領域，每個領域

都只有一名獲選，因此三方結盟合作成立的「跨國頂尖癌症研究中心」能夠脫穎而出，證明

本校暨醫療體系長久來的努力已經有目共睹。 

這項跨國計畫將針對東西方遺傳基因與生活飲食習慣的差異，找出適合東方人的癌症療

法。腫瘤幹細胞在癌轉移與抗藥性形成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在探討範疇。除此之外，尋求

具有藥物研發潛力的標靶分子與路徑，進而發展有效的治療策略，改善癌症病患預後情況，

更是中心成員希望達到的成果。 

台大醫療體系早已整合轉譯醫學研究、癌症臨床試驗與基因體研究中心，對台灣癌症醫

療貢獻良多。安德森癌症中心為美國六大癌症研究中心之一，更是世界公認的頂尖癌症研究

中心。本校附設醫院癌症中心於 2007 年 11 月成立，為中部地區第一個癌症中心，提供癌症

患者整合性的服務之外，癌症相關研究乳癌、口腔癌、肺癌和白血病的論文發表數和 h-index，

年年都在成長，臨床與研究雙雙達到國內一級水準。多年來三方已進行多項跨國性計畫，合

作無間，今年再度攜手申請成功，可謂水到渠成。 

本校暨醫療體系的癌症研究團隊陣容堅強，重要成員包括癌症中心院長陳志毅，中國醫

藥大學副校長吳永昌、研發長蔡輔仁，以及癌症中心副院長邱昌芳。在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

中心副校長洪明奇、台大醫學院長楊泮池，以及本院癌症中心院長陳志毅合作，該計畫盼能

整合豐沛的研發資源與能量，吸引國際一流人才長期進駐，使台灣與國際尖端研究接軌，大

幅提升國家研發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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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中心開展

《築夢列車》�全國女性科學家會議系列活動成果展在�校藝術中心開展 

全國女性科學家會議系列活動成果展於 20 日起在中國醫藥大學藝術中心開展，台中市副市長蔡炳坤稱許校園營造兩性和

諧的學習環境格外具有意義。校長黃榮村教授則希望社會能看見女性在不同領域傑出表現和貢獻，值得青年學子當為追

夢圓夢的良師益友，開啟日後有特色能自我實現的生涯。 

蔡炳坤副市長致詞時表示，對於女性議題活動有助於改變大眾的性別刻板印象，近年來，台灣在聯合國的「性別評比指

數」與「性別權力測度」均居亞洲第二名；與先進國家相較毫不遜色。中國醫藥大學營造兩性皆能發揮潛能的和諧環境，

進而將人文藝術氣息融入校園做的努力值得肯定。 

黃榮村校長說，去年國科會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舉辦「2010 全國女性科學家會議」，學校邀請 20 多位在科學領域與各行業

表現傑出女性分享築夢、實踐的成功經驗，對鼓勵女性打破性別藩籬，追求自我，發揮潛能有積極意義。因此，今年 4.5

月又規劃了北、南、東三區的《築夢列車》活動，透過講者與年輕學子對話，引領高中職校與大專同學自我探索，在校

園受到廣泛的迴響，此系列活動成果巡迴展可以為讓社會帶來不一樣視野。 

隨著社會的變遷，「兩性平等」的觀念已深植人心；主辦全國女性科學家會議系列活動成果展的分統所長馬明琪教授表

示，「2010 全國女性科學家會議」暨「築夢列車」系列活動提供的知識饗宴，有助於激勵新世代的女性學子在求學成長

過程中，應滿懷憧憬，勇於築夢、追夢、圓夢；這項《築夢列車》活動也將巡迴各高中職校展出，希望能在高中職校與

大專校園播下的種子，都能在不久的將來，開花結果。 

全國女性科學家會議系列活動成果展開幕教育界人士參與相當踴躍，包括亞洲大學副校長黃永勝博士、台中一中校長郭

伯嘉、台中二中校長薛光豐、衛道中學校長陳秋敏、中國醫大副校長吳聰能教授、吳永昌副校長、教務長鍾景光、總務

長黃文光、生命科學院長周昌弘講座教授及藝術中心主任蔡順美等近百人，展期從 9 月 20 日至 10 月 28 日，地點在台中

市育德路 29 號、中國醫藥大學安康教學大樓 2 樓的藝術中心展示區。 

【相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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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傑出表現的展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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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女性科學家會議系列活動成果展於 20 日起在中國醫藥大學藝術中心開展，台中市副市長蔡炳坤稱許校園營造兩性和

諧的學習環境格外具有意義。校長黃榮村教授則希望社會能看見女性在不同領域傑出表現和貢獻，值得青年學子當為追

夢圓夢的良師益友，開啟日後有特色能自我實現的生涯。 

蔡炳坤副市長致詞時表示，對於女性議題活動有助於改變大眾的性別刻板印象，近年來，台灣在聯合國的「性別評比指

數」與「性別權力測度」均居亞洲第二名；與先進國家相較毫不遜色。中國醫藥大學營造兩性皆能發揮潛能的和諧環境，

進而將人文藝術氣息融入校園做的努力值得肯定。 

黃榮村校長說，去年國科會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舉辦「2010 全國女性科學家會議」，學校邀請 20 多位在科學領域與各行業

表現傑出女性分享築夢、實踐的成功經驗，對鼓勵女性打破性別藩籬，追求自我，發揮潛能有積極意義。因此，今年 4.5

月又規劃了北、南、東三區的《築夢列車》活動，透過講者與年輕學子對話，引領高中職校與大專同學自我探索，在校

園受到廣泛的迴響，此系列活動成果巡迴展可以為讓社會帶來不一樣視野。 

隨著社會的變遷，「兩性平等」的觀念已深植人心；主辦全國女性科學家會議系列活動成果展的分統所長馬明琪教授表

示，「2010 全國女性科學家會議」暨「築夢列車」系列活動提供的知識饗宴，有助於激勵新世代的女性學子在求學成長

過程中，應滿懷憧憬，勇於築夢、追夢、圓夢；這項《築夢列車》活動也將巡迴各高中職校展出，希望能在高中職校與

大專校園播下的種子，都能在不久的將來，開花結果。 

全國女性科學家會議系列活動成果展開幕教育界人士參與相當踴躍，包括亞洲大學副校長黃永勝博士、台中一中校長郭

伯嘉、台中二中校長薛光豐、衛道中學校長陳秋敏、中國醫大副校長吳聰能教授、吳永昌副校長、教務長鍾景光、總務

長黃文光、生命科學院長周昌弘講座教授及藝術中心主任蔡順美等近百人，展期從 9 月 20 日至 10 月 28 日，地點在台中

市育德路 29 號、中國醫藥大學安康教學大樓 2 樓的藝術中心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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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部於2010年首次由新生兒照護團隊角逐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獲得護理照護服

務類-護理特色專科組銅獎的榮譽。去年再次以「關懷監獄病人-提供高品質監獄醫院照

護服務」獲得國家生技醫療品質標章認證。

以醫學中心等級的醫療資源，照護監獄病人

本院自2004年承接法務部委託經營全國第一家監獄醫療照護機構，秉持「以病人安全

為中心」的服務理念，運用醫學中心等級的醫療資源、優秀的醫療護理照護團隊，設置門

診、急診、一般病房等單位，更於總院設置專屬戒護場所，內有重症病房及加護病房。

我們以優於世界水準的監獄醫院設備，提供由急診到重症住院以及血液透析的完善

醫療照護，配合矯正機關的各項規範，設計專屬於監獄病人的服務，並且接受全國各監

所(含離島)移送過來的急重症收容人，是台灣唯一有能力收治「重症收容人」的監獄醫

院。從2008-2011年6月，由外監移入治療的收容人共352人，經妥善醫療照護後，轉回

原監所追蹤。

監外就醫所需戒護人力銳減，為國撙節開銷

本次參賽即以「關懷監獄病人」展現多年耕耘的成果，由專屬於監獄病人的照護設

計，呈現照護過程與成果，包含：專屬的就醫流程、滴水不漏的轉送流程、兼顧戒護安

全與隱私的門診照護、重視醫護人員與病人需求的住院照護、醫學中心級的重症照護及

持續追蹤的出院準備追蹤等特殊照護。

特色服務為「監獄糖尿病病人專屬配餐」、「收容人照顧服務員訓練」及「訓練收

容人擔任照顧服務員」等，尤其後二者發揮了本院的優勢醫療資源及場所，透過標準化

訓練方式，培訓收容人取得照顧服務員執照，除了使其擁有一技之長，還能於結訓後，

返回各矯正機關擔任收容人的照顧服務員，達到「訓用合一」的目的。因此，每年為國

家減少監外就醫戒護人力的人事費用約4258萬8000元，並節省監所病人聘用照顧服務員

費用約500萬元，照護成果超越亞洲水準，屢獲肯定，日本、澳洲、非洲、泰國、香港、

中國大陸等許多國家的法務相關機構經常前來參訪。

此次參賽，歷經書面審查、簡報複審、現場審查，於準備過程中，承蒙楊美都副院

長的大力支持，以及培德醫院林於錦院長、管理中心張珮嘉專員協助各項審查資料與流

程的準備。現場審查當日，楊美都副院長、林於錦院長、陳毓隆醫師、張珮嘉專員、台

中監獄辛孟南副典獄長與吳四福科長全程陪同訪評，讓評審委員充分感受到跨領域合作

本院自創院以來的特色部門：中醫部，以「腦中風的中醫藥輔助醫療」為題，

參加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舉辦的2011年國家品質標章－醫療院所類評選，經醫院

特色專科組大會評審委員會評核，獲得國家醫療品質標章的肯定。感謝醫院團隊的支

持，讓中醫部可以在原有的基礎上持續追求醫療品質的提升。這也是台灣醫院的中醫

部門第一次得到這項榮譽。

1980年，本校附設醫院創設時，中醫部同時成立，下設中醫內科、中醫婦科、中

醫兒科、針灸科及中醫傷科等5個專科及中藥局；1987年4月成立中西合作醫療中心；

同年7月成立中醫診斷科。在歷任副院長及部主任的努力下，中醫部現已擴充到專任、

兼任醫師逾70位的規模，除提供國內完整分科、多樣化傳統及中西醫結合的醫療服務

外，本院中醫部已成為國內最大的傳統醫學教學與研究中心之一。

中醫部的發展宗旨，一方面傳承正統中醫的基本精神，延續古今先賢的寶貴結

晶，去蕪存菁；一方面吸取西方醫學科技新知；以求達到現代化、中西醫一元化的目

標。在全體醫師的通力合作下，此一目標已逐步邁入正軌及制度化，近年來更以各種

病例討論會、中西醫聯合與臨床學術討論會等，改變以往中醫的師徒相承制，樹立現

代化的醫療及教學模式。2010年10月，中醫部通過JCI國際醫療評鑑認證。

與西醫聯手照護腦中風病患頗有成效

本院成立「腦中風中心」，建立腦中風中西醫合作醫療團隊，在全民健保有「西

醫住院病患中醫輔助醫療計畫」，在中醫門診有「腦血管疾病後遺症中醫門診照護計

畫」。中西醫聯手共同照護，使病患死亡率降低，致殘率降低，二次中風的發生率也

降低。

本院腦中風病患中醫輔助醫療整體服務量逐年上升，嚴重度較高的病人，也就是

NIHSS「美國國家衛生院中風量表」分數越高者，接受中藥加針灸治療的恢復效果較為

顯著。NIHSS>25分者，使用中藥及針灸治療之後，可以降低NIHSS 6-8分。中醫輔助

治療還可針對腦中風的不同時期，包括急性期、慢性期及預防期，採取不同的治療模

式，亦即對急性中風把握黃金治療期（發病後的前3個月到6個月），積極進行中西醫

合作治療；中風6個月後則針對中風後遺症，中西醫持續合作治療，可加速並維持認

知、語言、患肢等功能的改善。

統計證明中醫介入醫療有助改善病情

中醫藥輔助醫療對腦中風病患的全程照護，包括從住院到出院後的接續治療，是

中醫邁向全方位治療的第一步。如果病患入住養護機構，中醫部主治醫師還會主動到

養護機構持續給予治療，期待病患回家後能夠自理生活。統計顯示，巴氏量表第6項

為平地行走，患者治療後有進步；NIHSS的第4項顏面麻

痺，治療後也改善，在在說明中醫藥輔助醫療的介入有利

於改善病情。

本院中醫部近3年的研究計畫有53項，已發表20篇有

關腦中風的論文，再加上在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的經驗分享

及支援國際醫療服務，成功地把中醫醫療延伸至世界各

地。以病人為中心的

思維同樣也是中醫醫

療的核心，追求中醫

醫療最高品質是中醫

部同仁持續努力的目

標，我們深信惟有品

質不斷提升，中醫藥

才有更長遠的未來。

100年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的「史懷哲典範之傳承」，

結合本校與亞洲大學及畢業牙醫校友等於8月24日至9月4日

前往非洲的兩個國家作學習之旅，除延續去年校長領軍的

「重返史懷哲」主軸，今年多加入臨床醫療服務。由中西

醫研究所陳汶吉所長帶領 (分別為醫學系3人、牙醫學系5

人、中醫學系3人、公衛系1人、亞洲大學社工學系老師1人

及學生1人、牙醫師4人、西醫師1人、精通法語2人、導遊 

1人)，一行23人順利完成非洲的兩個國家醫療義診服務及

緬懷史懷哲典範的行程。 本次先進入聖多美普尼西比共合

國，因為聖多美是我們的幫交國，所以通關方面有大使館

朱秘書打點顯得非常順利。午餐後馬上前往大使館拜會陳

大使，陳大使先介紹聖多美的歷史、地理及文化等背景後

再提到我國在此的支援與合作，主要是醫療團、防瘧團、

農技團及幫忙火力發電電廠之建立。陳汶吉團長則代表校

長致贈去年的活動紀要與感謝狀、成套的”重返史懷哲”

叢書。下午三點半則前往該國衛生部致贈醫療物資與瑩光

衣，當地電視臺在晚上也有播出，大使館會再將該記錄影

帶寄給我們。接著參觀防瘧蚊團聽簡報，真是感受到連日

清博士在這方面的專精與帶

給這個跟臺灣一樣的島國防

瘧成效驚動全世界的成果，

聽說國際衛生組織（WHO)也

跟據連博士在聖國防瘧證據

成效（evidance based)而修

訂防瘧公共衛生施作方式！

連博士亦提到預防瘧疾現在是出發前兩天吃100mg/day的

Doxicyclin(四環黴素)離境後再吃一個星期的新處方；尤

其要跟同學分享的是有兩位中國公衛的畢業生-陳宗佑是研

究所念環醫後替代役服務完繼續留在這個團隊幫忙防瘧計

畫，陳郁文則是在這裡替代役服務，真令人敬佩！

謹就本次「史懷哲典範之傳承」子計畫--- “非”揚

的愛- 海外口腔衛教醫療記述如下： 本地的臺灣醫療團由

台北醫學大學承包，醫療團主要是在聖多美市的首都醫院

看診，牙科門診有2-3個診療椅，有一北醫派來的醫師駐

診，指導當地的牙助在看診，有一位翻譯及技工師；因為

我們前去的時間是週五下午，他們週休二日因此無法使用

這間醫院設備作義診。第二天是前往中央醫院及Nevus省的

醫院參觀，第三天則開始在離聖多美市較遠的咖啡山一間

廢棄的葡萄牙醫院(外交部已經花一筆經費油漆過)外面廣

場以塗氟、口腔衛教方式為當地居民服務，適逢週日是他

們上教堂與去海邊的日子，本來以為人數會很少，但是透

過口耳相傳竟然人數一直增多造成騷動！多虧領隊與亞洲

大學及我校師生維持秩序，輔導小朋友依序先在塗氟區作

塗氟後、再轉到口腔衛教區學刷牙，我們事先已經做一張

葡文版的介紹口腔、齲齒及刷牙海報(結束後送給在首都醫

院當牙科翻譯的年輕人，希望他拿回牙科門診貼牆上供民

眾參考)，當天也有一個稍懂英文的當地大人輔助解說，幾

次後他就很流暢的用大牙齒模型(也在結束後留給首都醫院

牙科)示範給小朋友學習正確的刷牙方式，然後也有有獎徵

答，大家反應非常熱烈，全部帶來的禮物盡量送出，大夥

都很高興！醫療團江團長建議將剩下禮物送給當地村長，

由村長依實際需要發送給其他居民，他每週會來此看診，

順便拉攏跟該村村民的關係。

本次史懷哲典範之傳承--聖多美社區服務項目共包

括口腔塗氟、口腔衛教、中醫推拿刮沙及西醫量血壓義

診等，對象主要為離聖多美

市較遠的咖啡山當地孩童計

一百餘人，在不到3個小時裡

能有這樣的成果，可謂相當

豐碩且圓滿，配合塗氟與教

刷牙時贈送當地居民牙膏、

牙刷及衛浴旅行組，居民對

本服務隊遠從台灣至當地義

診都甚為感動，並希望本隊

明年能再度來訪。

後記 

牙醫系的“非”揚的愛- 

海外口腔衛教醫療能圓滿在

聖多美作塗氟、口腔衛教服務達成是全部20多位團員及當

地朋友(自願翻譯)通力合作，機動規劃、分工合作；更感

謝下列廠商的熱心贊助這次的活動！感謝 日本GC公司贈送

Tooth mousse  高露潔公司贈送牙膏  雷峰公司贈送健康

牙刷

附設醫院護理部以「關懷監獄病人─提供高品質監獄醫院照護服務」

榮獲2011年國家生技醫療品質標章

史懷哲典範之傳承---“非”揚的愛- 海外口腔衛教醫療(聖多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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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多美咖啡山口腔塗氟實況

 2011年國家生技醫療品質標章的肯定

腦中風的中醫藥輔助醫療

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的經驗分享及支援國際醫療服務，成功地把中醫醫療延伸至世界各

地。以病人為中心的思維同樣也是中醫醫療的核心，追求中醫醫療最高品質是中醫部同

仁持續努力的目標，我們深信惟有品質不斷提升，中醫藥才有更長遠的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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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德醫院醫療照護團隊 

 

 

 

培德醫院醫療照護團隊

的團隊精神，展現以

「關懷監獄病人」為

中心的照護專業、創

新與關懷，最後取得

國家生技醫療品質標

章的認證。我們將持

續提升照護品質，加

強特色服務，期盼下

次有機會「更上一層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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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率先成為鴻海科技集團發展生醫

產業的新力量！鴻海總裁郭台銘昨天與中國醫大副

校長陳偉德在中科管理局簽署策略結盟成為合作夥

伴，將透過產學合作攜手研發技術帶動醫療設備的

自動化，為學術研發成果開啟一扇通往世界舞台的

大門！

鴻海科技集團與中國醫藥大學簽署的自動化技

術培訓與專案研究產學合作意向書，雙方合作的主

題為遠端醫療照護自動化機器人、生醫檢測自動化

及醫療設備自動化，相關的工作項目有：

1.定期合作舉辦【自動化技術論壇與展示】。

2.合辦自動化技術競賽。

3.委託自動化專案技術研發。

4.自動化技術課程予實習的機會置定。

5.提供優秀自動化的老師到海外留學培訓。

6.提供優秀自動化的學生各項獎學金。

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陳偉德教授代表簽約表

示，『生醫科技』產業蘊含無限發展商機與潛力，

中國醫大暨醫療體系具卓越研發能量，能與國際知

名的鴻海科技集團策略結盟成為夥伴，讓產學合作

邁向嶄新的境界，有助於台灣生醫產業的升級進而

邁向國際化。

本院地中海型貧血暨血紅素基因病變的守護團隊，集合了兒童醫學中心、檢驗醫學部、護理人員和社工

等跨領域的各路好漢，針對地中海型貧血及血紅素基因異常引起的病變，集思廣益，以『診斷無死角、照護

全方位、預防前瞻性』為主題，榮獲2011年SNQ國家品質標章。

在準備過程中，承蒙兒童醫學中心 彭慶添院長的大力支持，團隊充分發揮跨領域的合作，檢驗醫學部以

21種變異型血紅素的發現傲居全國之冠，其中Hb E問題經媒體多次報導，呼籲國人重視外籍聯姻後帶來國人

地中海貧血的衝擊。

兒童醫學中心在地中海型貧血的排鐵治療法與研究成果已達國際水準，常有國際病人或國外醫療人員慕

2012 臺灣－

日本短期交流計劃之生物醫學及生醫材料論壇

2012 臺灣-日本短期交流計劃之生物醫學及生醫材料論壇在本校學務長林振文教授帶

領之下，與日本國立福井大學藤田聰教授帶領之團隊，以及成功大學張憲彰教授、大同大學

陳克紹教授、彰化師範大學王可文老師、中興大學王國禎教授、本校藥學系吳介信主任、張

淑貞老師、藥妝系周志謂老師、許游章老師之博士後研究員K.J.Senthil Kumar共同進行生

物醫學及生醫材料相關跨領域之學術分享。範圍囊括組織工程、微機電、生物醫學感測與診

斷、奈米生醫材料、奈米中草藥及藥用化妝品等領域，內容精采且多元，不僅開啟多方創

新、研究之契機並增進國際之交流。此外，論壇會場外展示25篇之學生海報，一方面提供學

生一個發揮的平台，另一方面藉由跨領域之學術交流增進國際交流和人際關係的機會，收穫

良多。

本次為第一次與日本福井大學舉辦國際論壇相關之活動，從事前規劃演講者和參與者

的接洽、手冊之製作、訂購餐點、場地佈置，到活動當天所有流程能夠順利圓滿完成，來自

實驗室每個人的相互合作和付出，感

謝本校學務長林振文教授之帶領與張

淑貞老師之籌辦會議經驗分享，同時

感謝周志謂老師實驗室每位學生的辛

勞，也感謝來自各個大學專家學者不

吝分享彼此研究成果與實務經驗，有

大家的熱烈參與，本論壇才能如此成

功，有豐收的成果，同時再次感謝學

務長林振文教授、本計畫主持人徐素

琴研究員與醫技系儲慧玫小姐的共同

協助，最後感謝中區區域教學中心提

供本活動的經費來源。

MD-PhD的典範─林嘉德主任
本院的臨床醫學研究所於五年前成立，第一屆只招收三名博士

生，耳鼻喉科林嘉德醫師是其中一名，歷經五年辛苦的就讀過程，

於今年六月在學校的畢業典禮中，自當時蒞臨本校做典禮專題演講

的吳清基部長手中接受博士畢業證書。

臨床醫師平時醫療工作忙碌，要在數年間取得博士學位，必

須要有極大的毅力，本院為鼓勵醫師就讀臨醫所，可以減少一些診

次，當時原擔任教學部總幹事的林醫師也暫時免兼此辛苦的教學行

政事務，有更多時間讀書。

林醫師在研究所就讀之前，在蔡銘修主任的引薦下，醫院曾以

菁英計畫補助他去日本研修半年，在日本東北大學耳鼻咽喉科教室

小林俊光教授及大島猛史副教授的指導下，完成耳蝸粒線體功能障

礙動物模式的建立與探討。

在這個基礎下，林醫師繼續就讀本校博士班，選擇內耳缺血

與聽力的基礎研究，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因為這牽涉到動物麻

醉、長時間動物顯微手術與術後長期飼養照護、動物腦幹聽覺電氣

生理檢查、動物心臟灌流與組織包埋切片、耳蝸細胞摘取與染色、

螢光與共軛焦顯微鏡的操作使用、分子生物技術、細胞培養技術、

電子顯微鏡、耳蝸組織藥物動力學等等。

許多技術與理論都是他在日本沒有過的經驗，必須重新學習。

然而校內具豐富研究經驗的優良教師成為林醫師的最佳解惑者與

指導者，在本校基礎教授當中林醫師找到解剖學科魏一華老師、蔡

孟宏老師與吳慶祥老師指導動物實驗、免疫染色、組織電顯與共軛

焦顯微鏡，另外高銘欽教授、林清淵教授、賴志河老師與湯智昕老

師指導細胞培養技術、基本分子生物技術如流式細胞儀的操作與使

用、細胞染色、蛋白質分析等，還有林振文教授指導生物資訊學、

蛋白質體學、質譜儀與二維電泳的理論及生物標記的發現與確認。

這些研究的操作與進行都是在本校老師的指導下，利用院校的空間

與儀器完成。

自2010年開始的最近兩年內，林醫師開始收割他的研究成果，

在他研究所期間參與的相關研究計劃總共有16篇研究論文已經被SCI

或SSCI期刊接受發表，其中以他本人為第一作者有5篇，共同第一作

者2篇，而且其中三篇有關內耳缺血與聽力的研究論文被這些所刊出

的期刊選為該期的封面，這表示他的論文都是相當優秀的論文，這

真是無上的光榮。

M����� 的典��林嘉德主任 

本院的臨床醫學研究所於五年前成立，第一屆只招收三名博士生，耳鼻喉科林嘉德醫師是其中一名，歷經五年辛苦的就

讀過程，於今年六月在學校的畢業典禮中，自當時蒞臨本校做典禮專題演講的吳清基部長手中接受博士畢業證書。 

        臨床醫師平時醫療工作忙碌，要在數年間取得博士學位，必須要有極大的毅力，本院為鼓勵醫師就讀臨醫所，可以

減少一些診次，當時原擔任教學部總幹事的林醫師也暫時免兼此辛苦的教學行政事務，有更多時間讀書。 

       林醫師在研究所就讀之前，在蔡銘修主任的引薦下，醫院曾以菁英計畫補助他去日本研修半年，在日本東北大學耳

鼻咽喉科教室小林俊光教授及大島猛史副教授的指導下，完成耳蝸粒線體功能障礙動物模式的建立與探討。 

在這個基礎下，林醫師繼續就讀本校博士班，選擇內耳缺血與聽力的基礎研究，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因為這牽涉到

動物麻醉、長時間動物顯微手術與術後長期飼養照護、動物腦幹聽覺電氣生理檢查、動物心臟灌流與組織包埋切片、耳

蝸細胞摘取與染色、螢光與共軛焦顯微鏡的操作使用、分子生物技術、細胞培養技術、電子顯微鏡、耳蝸組織藥物動力

學等等。 

許多技術與理論都是他在日本沒有過的經驗，必須重新學習。然而校內具豐富研究經驗的優良教師成為林醫師的最佳解

惑者與指導者，在本校基礎教授當中林醫師找到解剖學科魏一華老師、蔡孟宏老師與吳慶祥老師指導動物實驗、免疫染

色、組織電顯與共軛焦顯微鏡，另外高銘欽教授、林清淵教授、賴志河老師與湯智昕老師指導細胞培養技術、基本分子

生物技術如流式細胞儀的操作與使用、細胞染色、蛋白質分析等，還有林振文教授指導生物資訊學、蛋白質體學、質譜

儀與二維電泳的理論及生物標記的發現與確認。這些研究的操作與進行都是在本校老師的指導下，利用院校的空間與儀

器完成。 

        自 2010 年開始的最近兩年內，林醫師開始收割他的研究成果，在他研究所期間參與的相關研究計劃總共有 16 篇研

究論文已經被 SCI 或 SSCI 期刊接受發表，其中以他本人為第一作者有 5 篇，共同第一作者 2 篇，而且其中三篇有關內耳

缺血與聽力的研究論文被這些所刊出的期刊選為該期的封面，這表示他的論文都是相當優秀的論文，這真是無上的光榮。 

【相關圖片】 

 
  

NeuroReport 2010  

  
 

  

BMC Neuroscience 

2011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 

2011  

  

 

 

M����� 的典��林嘉德主任 

本院的臨床醫學研究所於五年前成立，第一屆只招收三名博士生，耳鼻喉科林嘉德醫師是其中一名，歷經五年辛苦的就

讀過程，於今年六月在學校的畢業典禮中，自當時蒞臨本校做典禮專題演講的吳清基部長手中接受博士畢業證書。 

        臨床醫師平時醫療工作忙碌，要在數年間取得博士學位，必須要有極大的毅力，本院為鼓勵醫師就讀臨醫所，可以

減少一些診次，當時原擔任教學部總幹事的林醫師也暫時免兼此辛苦的教學行政事務，有更多時間讀書。 

       林醫師在研究所就讀之前，在蔡銘修主任的引薦下，醫院曾以菁英計畫補助他去日本研修半年，在日本東北大學耳

鼻咽喉科教室小林俊光教授及大島猛史副教授的指導下，完成耳蝸粒線體功能障礙動物模式的建立與探討。 

在這個基礎下，林醫師繼續就讀本校博士班，選擇內耳缺血與聽力的基礎研究，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因為這牽涉到

動物麻醉、長時間動物顯微手術與術後長期飼養照護、動物腦幹聽覺電氣生理檢查、動物心臟灌流與組織包埋切片、耳

蝸細胞摘取與染色、螢光與共軛焦顯微鏡的操作使用、分子生物技術、細胞培養技術、電子顯微鏡、耳蝸組織藥物動力

學等等。 

許多技術與理論都是他在日本沒有過的經驗，必須重新學習。然而校內具豐富研究經驗的優良教師成為林醫師的最佳解

惑者與指導者，在本校基礎教授當中林醫師找到解剖學科魏一華老師、蔡孟宏老師與吳慶祥老師指導動物實驗、免疫染

色、組織電顯與共軛焦顯微鏡，另外高銘欽教授、林清淵教授、賴志河老師與湯智昕老師指導細胞培養技術、基本分子

生物技術如流式細胞儀的操作與使用、細胞染色、蛋白質分析等，還有林振文教授指導生物資訊學、蛋白質體學、質譜

儀與二維電泳的理論及生物標記的發現與確認。這些研究的操作與進行都是在本校老師的指導下，利用院校的空間與儀

器完成。 

        自 2010 年開始的最近兩年內，林醫師開始收割他的研究成果，在他研究所期間參與的相關研究計劃總共有 16 篇研

究論文已經被 SCI 或 SSCI 期刊接受發表，其中以他本人為第一作者有 5 篇，共同第一作者 2 篇，而且其中三篇有關內耳

缺血與聽力的研究論文被這些所刊出的期刊選為該期的封面，這表示他的論文都是相當優秀的論文，這真是無上的光榮。 

【相關圖片】 

 
  

NeuroReport 2010  

  
 

  

BMC Neuroscience 

2011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 

2011  

  

 

 

M����� 的典��林嘉德主任 

本院的臨床醫學研究所於五年前成立，第一屆只招收三名博士生，耳鼻喉科林嘉德醫師是其中一名，歷經五年辛苦的就

讀過程，於今年六月在學校的畢業典禮中，自當時蒞臨本校做典禮專題演講的吳清基部長手中接受博士畢業證書。 

        臨床醫師平時醫療工作忙碌，要在數年間取得博士學位，必須要有極大的毅力，本院為鼓勵醫師就讀臨醫所，可以

減少一些診次，當時原擔任教學部總幹事的林醫師也暫時免兼此辛苦的教學行政事務，有更多時間讀書。 

       林醫師在研究所就讀之前，在蔡銘修主任的引薦下，醫院曾以菁英計畫補助他去日本研修半年，在日本東北大學耳

鼻咽喉科教室小林俊光教授及大島猛史副教授的指導下，完成耳蝸粒線體功能障礙動物模式的建立與探討。 

在這個基礎下，林醫師繼續就讀本校博士班，選擇內耳缺血與聽力的基礎研究，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因為這牽涉到

動物麻醉、長時間動物顯微手術與術後長期飼養照護、動物腦幹聽覺電氣生理檢查、動物心臟灌流與組織包埋切片、耳

蝸細胞摘取與染色、螢光與共軛焦顯微鏡的操作使用、分子生物技術、細胞培養技術、電子顯微鏡、耳蝸組織藥物動力

學等等。 

許多技術與理論都是他在日本沒有過的經驗，必須重新學習。然而校內具豐富研究經驗的優良教師成為林醫師的最佳解

惑者與指導者，在本校基礎教授當中林醫師找到解剖學科魏一華老師、蔡孟宏老師與吳慶祥老師指導動物實驗、免疫染

色、組織電顯與共軛焦顯微鏡，另外高銘欽教授、林清淵教授、賴志河老師與湯智昕老師指導細胞培養技術、基本分子

生物技術如流式細胞儀的操作與使用、細胞染色、蛋白質分析等，還有林振文教授指導生物資訊學、蛋白質體學、質譜

儀與二維電泳的理論及生物標記的發現與確認。這些研究的操作與進行都是在本校老師的指導下，利用院校的空間與儀

器完成。 

        自 2010 年開始的最近兩年內，林醫師開始收割他的研究成果，在他研究所期間參與的相關研究計劃總共有 16 篇研

究論文已經被 SCI 或 SSCI 期刊接受發表，其中以他本人為第一作者有 5 篇，共同第一作者 2 篇，而且其中三篇有關內耳

缺血與聽力的研究論文被這些所刊出的期刊選為該期的封面，這表示他的論文都是相當優秀的論文，這真是無上的光榮。 

【相關圖片】 

 
  

NeuroReport 2010  

  
 

  

BMC Neuroscience 

2011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 

2011  

  

 

 

Neuro Report 2010 BMC Neuroscience 2011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 
2011

世界舞台的跳板～

本校與鴻海科技集團結盟攜手開發生醫產業自動化設備

鴻海科技集團「智動化創新園區」落腳中科，

基於擴大資源整合的需求，1月13日下午，郭台銘

總裁與中國醫藥大學及中部七所大學校長、上銀科

技等合作廠商在中科管理局禮堂簽署策略結盟，分

別對於醫療照護、綠能等相關專業領域人才培育與

專案研究開發簽立合作意向書，打造產官學研合作

平台，受邀的國科會副主委周景揚、職訓局長林三

貴、中科管理局長楊文科、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

主任林淑媛、中國醫大產學長吳金濱、推廣教育中

心主任廖世傑等貴賓到場見証，與會廠商代表把會

場內外擠得水泄不通，台中市長胡志強專程到場致

意，他代表市民感謝鴻海郭台銘到台中投資，因為

對台中市的發展太重要了。

台中市的精密機械、工具機與零組件在全世

界非常獨特，就業人口約30萬人；鴻海集團總裁郭

台銘決心在台中深耕「自動化關鍵零組件及發展系

統整合設備」，積極擴大整合在地資源，企圖發展

像日本的愛知縣、德國慕尼黑的黑森林、美國芝加

哥汽車城等精密機械高度發展的地區，郭台銘有信

心推動台中精密機械相關產業就業人口擴大到300

萬人，將台中打造成「世界最大精密機械自動化之

都」。

世界舞台的跳板～本校與鴻海科技集團結盟攜手開發生醫產業自動化設備 

中國醫藥大學率先成為鴻海科技集團發展生醫產業的新力量！鴻海總裁郭台銘昨天與中國醫大副校長陳偉德在中科管理

局簽署策略結盟成為合作夥伴，將透過產學合作攜手研發技術帶動醫療設備的自動化，為學術研發成果開啟一扇通往世

界舞台的大門！ 

鴻海科技集團與中國醫藥大學簽署的自動化技術培訓與專案研究產學合作意向書，雙方合作的主題為遠端醫療照護自動

化機器人、生醫檢測自動化及醫療設備自動化，相關的工作項目有： 

1.定期合作舉辦【自動化技術論壇與展示】。 

2.合辦自動化技術競賽。 

3.委託自動化專案技術研發。 

4.自動化技術課程予實習的機會置定。 

5.提供優秀自動化的老師到海外留學培訓。 

6.提供優秀自動化的學生各項獎學金。 

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陳偉德教授代表簽約表示，『生醫科技』產業蘊含無限發展商機與潛力，中國醫大暨醫療體系具卓

越研發能量，能與國際知名的鴻海科技集團策略結盟成為夥伴，讓產學合作邁向嶄新的境界，有助於台灣生醫產業的升

級進而邁向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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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期合作舉辦【自動化技術論壇與展示】。 

2.合辦自動化技術競賽。 

3.委託自動化專案技術研發。 

4.自動化技術課程予實習的機會置定。 

5.提供優秀自動化的老師到海外留學培訓。 

6.提供優秀自動化的學生各項獎學金。 

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陳偉德教授代表簽約表示，『生醫科技』產業蘊含無限發展商機與潛力，中國醫大暨醫療體系具卓

越研發能量，能與國際知名的鴻海科技集團策略結盟成為夥伴，讓產學合作邁向嶄新的境界，有助於台灣生醫產業的升

級進而邁向國際化。 

鴻海科技集團「智動化創新園區」落腳中科，基於擴大資源整合的需求，1 月 13 日下午，郭台銘總裁與中國醫藥大學及

中部七所大學校長、上銀科技等合作廠商在中科管理局禮堂簽署策略結盟，分別對於醫療照護、綠能等相關專業領域人

才培育與專案研究開發簽立合作意向書，打造產官學研合作平台，受邀的國科會副主委周景揚、職訓局長林三貴、中科

管理局長楊文科、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主任林淑媛、中國醫大產學長吳金濱、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廖世傑等貴賓到場見

証，與會廠商代表把會場內外擠得水泄不通，台中市長胡志強專程到場致意，他代表市民感謝鴻海郭台銘到台中投資，

因為對台中市的發展太重要了。 

台中市的精密機械、工具機與零組件在全世界非常獨特，就業人口約 30 萬人；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決心在台中深耕「自

動化關鍵零組件及發展系統整合設備」，積極擴大整合在地資源，企圖發展像日本的愛知縣、德國慕尼黑的黑森林、美

國芝加哥汽車城等精密機械高度發展的地區，郭台銘有信心推動台中精密機械相關產業就業人口擴大到 300 萬人，將台

中打造成「世界最大精密機械自動化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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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化關鍵零組件及發展系統整合設備」，積極擴大整合在地資源，企圖發展像日本的愛知縣、德國慕尼黑的黑森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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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德副校長簽約致詞時強調中
國醫大在生醫領域的軟實力

鴻海科技集團郭台銘總裁與策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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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銘偕貴賓測試新開發的智慧
機械人

全體合照

2012 臺灣-日本短期交流計劃之生物醫學及生醫材料論壇 

2012 臺灣-日本短期交流計劃之生物醫學及生醫材料論壇在本校學務長林振文教授帶領之下，與日本國立福井大學藤田聰

教授帶領之團隊，以及成功大學張憲彰教授、大同大學陳克紹教授、彰化師範大學王可文老師、中興大學王國禎教授、

本校藥學系吳介信主任、張淑貞老師、藥妝系周志謂老師、許游章老師之博士後研究員 K.J.Senthil Kumar 共同進行生物醫

學及生醫材料相關跨領域之學術分享。範圍囊括組織工程、微機電、生物醫學感測與診斷、奈米生醫材料、奈米中草藥

及藥用化妝品等領域，內容精采且多元，不僅開啟多方創新、研究之契機並增進國際之交流。此外，論壇會場外展示 25

篇之學生海報，一方面提供學生一個發揮的平台，另一方面藉由跨領域之學術交流增進國際交流和人際關係的機會，收

穫良多。 

本次為第一次與日本福井大學舉辦國際論壇相關之活動，從事前規劃演講者和參與者的接洽、手冊之製作、訂購餐點、

場地佈置，到活動當天所有流程能夠順利圓滿完成，來自實驗室每個人的相互合作和付出，感謝本校學務長林振文教授

之帶領與張淑貞老師之籌辦會議經驗分享，同時感謝周志謂老師實驗室每位學生的辛勞，也感謝來自各個大學專家學者

不吝分享彼此研究成果與實務經驗，有大家的熱烈參與，本論壇才能如此成功，有豐收的成果，同時再次感謝學務長林

振文教授、本計畫主持人徐素琴研究員與醫技系儲慧玫小姐的共同協助，最後感謝中區區域教學中心提供本活動的經費

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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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而來，並常受邀至國際學會、病友團體交換經驗，引領國際同儕學習進步，甚獲

好評。而我們專業的護理師、用心的衛教師和社工師長年提供細心的健康照護，一

路陪伴病友成長，大幅提升病人的壽命與改善生活品質。

原希望可以爭取國家生技醫療品質銅牌獎以上，但最後結果顯示其他醫院的團

隊也很優秀，我們還有許多地方需要更加油和支援。然而，參加這次SNQ國家品質標

章的評選過程中，藉由團隊成員密切的溝通，陳年資料的收集與整理，其實別有收

穫，系統性的回首過去，終能窺見我們過去的努力成果的面貌。

在檢驗醫學的範疇中，我們有多項具體成果，如發現Hb E/β-Thalassemia的結

合性貧血(Compound heterozygoute anemia)新生兒是由外籍配偶帶有Hb E與本國籍

丈夫帶有輕症乙型地中海貧血結合所生的「新台灣之子」，也因此促使國民健康局

推動外籍配偶Hb E的篩檢，預防國人生下嚴重貧血的嬰兒，造成家庭的負擔與社會

資源的耗用。

此外，10年來檢驗醫學部執行了1125例產前羊水的基因檢測，共預防生下245

例重症甲、乙型地中海貧血，充分展現『診斷無死角、預防前瞻性』的職責，並積

極發展創新的檢驗技術，全台首創利用MALDI-TOF質譜鑑別變異型血紅素和HRM(High 

Resolution Melting)高解析熔解分析法針對乙型

地中海貧血不同的基因型(進行更精確、快速)的

鑑別診斷。創新的技術提升了檢驗的精準度，也

找到了替代方法。

SNQ國家品質標章近年來競爭激烈，各醫院無

不卯足全力爭取，準備過程雖然繁瑣耗時，絞盡

心力，但用心準備的過程中可以回顧過往，檢視

不足，亦能溫故

知新、開創嶄新

的局面，更能增

加自我的肯定與

了解，所謂「知

己知彼」，盼望

下次我們有機會

「百戰百勝」。

地中海型貧血暨血紅素基因病變守護團隊

  榮獲2011年SNQ國家品質標章

地中海型貧血暨血紅素基因病變守護團隊榮獲 2011 年 SNQ 國家品質標章 

 

本院地中海型貧血暨血紅素基因病變的守護團隊，集合了兒童醫學中心、檢驗醫學部、護理人員和社工等跨領域的各路

好漢，針對地中海型貧血及血紅素基因異常引起的病變，集思廣益，以『診斷無死角、照護全方位、預防前瞻性』為主

題，榮獲 2011 年 SNQ 國家品質標章。 

在準備過程中，承蒙兒童醫學中心 彭慶添院長的大力支持，團隊充分發揮跨領域的合作，檢驗醫學部以 21 種變異型血

紅素的發現傲居全國之冠，其中 Hb E 問題經媒體多次報導，呼籲國人重視外籍聯姻後帶來國人地中海貧血的衝擊。 

兒童醫學中心在地中海型貧血的排鐵治療法與研究成果已達國際水準，常有國際病人或國外醫療人員慕名而來，並常受

邀至國際學會、病友團體交換經驗，引領國際同儕學習進步，甚獲好評。而我們專業的護理師、用心的衛教師和社工師

長年提供細心的健康照護，一路陪伴病友成長，大幅提升病人的壽命與改善生活品質。 

原希望可以爭取國家生技醫療品質銅牌獎以上，但最後結果顯示其他醫院的團隊也很優秀，我們還有許多地方需要更加

油和支援。然而，參加這次 SNQ 國家品質標章的評選過程中，藉由團隊成員密切的溝通，陳年資料的收集與整理，其實

別有收穫，系統性的回首過去，終能窺見我們過去的努力成果的面貌。 

在檢驗醫學的範疇中，我們有多項具體成果，如發現 Hb E/β-Thalassemia 的結合性貧血(Compound heterozygoute anemia)新

生兒是由外籍配偶帶有 Hb E 與本國籍丈夫帶有輕症乙型地中海貧血結合所生的「新台灣之子」，也因此促使國民健康局

推動外籍配偶 Hb E 的篩檢，預防國人生下嚴重貧血的嬰兒，造成家庭的負擔與社會資源的耗用。 

此外，10 年來檢驗醫學部執行了 1125 例產前羊水的基因檢測，共預防生下 245 例重症甲、乙型地中海貧血，充分展現『診

斷無死角、預防前瞻性』的職責，並積極發展創新的檢驗技術，全台首創利用 MALDI-TOF 質譜鑑別變異型血紅素和

HRM(High Resolution Melting)高解析熔解分析法針對乙型地中海貧血不同的基因型(進行更精確、快速)的鑑別診斷。創新

的技術提升了檢驗的精準度，也找到了替代方法。 

SNQ 國家品質標章近年來競爭激烈，各醫院無不卯足全力爭取，準備過程雖然繁瑣耗時，絞盡心力，但用心準備的過程

中可以回顧過往，檢視不足，亦能溫故知新、開創嶄新的局面，更能增加自我的肯定與了解，所謂「知己知彼」，盼望

下次我們有機會「百戰百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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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年提供細心的健康照護，一路陪伴病友成長，大幅提升病人的壽命與改善生活品質。 

原希望可以爭取國家生技醫療品質銅牌獎以上，但最後結果顯示其他醫院的團隊也很優秀，我們還有許多地方需要更加

油和支援。然而，參加這次 SNQ 國家品質標章的評選過程中，藉由團隊成員密切的溝通，陳年資料的收集與整理，其實

別有收穫，系統性的回首過去，終能窺見我們過去的努力成果的面貌。 

在檢驗醫學的範疇中，我們有多項具體成果，如發現 Hb E/β-Thalassemia 的結合性貧血(Compound heterozygoute anemia)新

生兒是由外籍配偶帶有 Hb E 與本國籍丈夫帶有輕症乙型地中海貧血結合所生的「新台灣之子」，也因此促使國民健康局

推動外籍配偶 Hb E 的篩檢，預防國人生下嚴重貧血的嬰兒，造成家庭的負擔與社會資源的耗用。 

此外，10 年來檢驗醫學部執行了 1125 例產前羊水的基因檢測，共預防生下 245 例重症甲、乙型地中海貧血，充分展現『診

斷無死角、預防前瞻性』的職責，並積極發展創新的檢驗技術，全台首創利用 MALDI-TOF 質譜鑑別變異型血紅素和

HRM(High Resolution Melting)高解析熔解分析法針對乙型地中海貧血不同的基因型(進行更精確、快速)的鑑別診斷。創新

的技術提升了檢驗的精準度，也找到了替代方法。 

SNQ 國家品質標章近年來競爭激烈，各醫院無不卯足全力爭取，準備過程雖然繁瑣耗時，絞盡心力，但用心準備的過程

中可以回顧過往，檢視不足，亦能溫故知新、開創嶄新的局面，更能增加自我的肯定與了解，所謂「知己知彼」，盼望

下次我們有機會「百戰百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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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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2,000

2,000

3,500

5,000

5,880

7,000

20,000

白如秀

孫筱茹

何玲芸

林殿傑

蘇勳璧

林煇章

宋鴻樟

陳暐棣

陳素鳳

陳俞妏

捐 款 芳 名 錄 捐款時間101.02.10－101.03.29

  金     額                             捐     款    者

【學校各社團】

200

500

600

1,000

2,000

2,000

4,000

5,000

5,000

5,000

8,000

8,000

10,000

10,000

15,000

20,000

20,000

廖錫勳皮膚科診所

殷夢婷

藥林合作藥局

黃曜彬

陳泰益

博宣寧股份有限公司

驊晟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台中聖壽宮

財團法人民生建設基金會

陳秋水

台中市元保宮

李東煌

財團法人台北市艋舺龍山寺

財團法人成杏醫學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東群牙醫診所

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學務處-薪傳還款基金】

【校務發展基金】

【圖書基金】

1,000

1,000

1,000

1,000

黃嘉宏

黃憲唐

劉建良

謝祺民

尤綿綿

劉思沅

1,000 簡君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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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信達

卓麗淑

林昭庚

3,600

6,400

100,000

500

5,000

  金     額                               捐     款    者

  金     額                               捐     款    者

緩和醫療照護團隊「全方位緩和醫療照護─

陪伴、關懷、溫馨」榮獲2011年

國家生技醫療品質標章

2002年，本院成立「」緩和醫療病房─美德病房』，除提供緩和醫療住

院服務外，另提供緩和醫療門診、緩和醫療會診、共同照護及緩和居家照護

等服務，照護方式以全人、全家、全程、全隊、全社區為原則，藉由五全照

護達到完善的醫療緩和全方位照護，在緩和醫療照護團隊同仁的努力下，榮

獲2011年國家生技醫療品質標章的肯定。

緩和醫療共同照護服務自2005年起開辦，提供末期病患就地緩和照護，

本院在共同照護理師與醫師的努力之下，共同照護護理師訪視次數及訪視照

護時間為全國第一名，醫師訪視次數為全國第二名。此外，本院是中部唯一

的臨床宗教師培訓中心，負責臨床宗教師培育訓練，提供病患靈性照顧，減

緩病患面臨臨終時所顯現的靈性不安。

秉持『臨床服務、教學、研究』並重之原則，本院緩和醫療照護團隊積

極投入緩和醫療相關研究，研究成果顯示實施緩和醫療共同照護可提高醫療

品質且大幅節省健保成本，為2001年4月1日起共同照護納入健保給付之重要

依據，這些努力不但提升了國內緩和醫療品質，也讓此團隊躋身國際舞台。

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中心榮獲｢

    台灣訓練品質評核系統銀牌獎｢

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中心開辦的各項專業訓練

課程獨具特色廣受好評，近年來，更導入訓練品質評核

系統管控課程規劃和教學內涵，讓人才培訓績效更上一

層樓，今年榮獲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頒發銀牌獎表揚。

校長黃榮村教授九日上午在行政會議中，轉頒銀

牌獎狀給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廖世傑，他同時鼓勵各項行

政業務要以追求國家品質獎的目標努力。

台灣訓練品質系統認證(Taiwan TrainQuail 

System, TTQS)可以在人才培訓過程發揮事半功倍的成

效；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廖世傑副教授欣慰

的表示，本校推廣教育訓練品質評核系統獲得勞委會職

訓局評核銀牌獎，証明了訓練課程之規劃、設計、執

行、查核、成果評估符合國際水準，也肯定中心同仁

對提升訓練品質的付出努力給予鼓勵。

勞委會職訓局為鼓勵企業機構對人力資源投資與

培訓，確保訓練品質與績效，推動訓練品質系統認證

(Taiwan TrainQuail System, TTQS)制度，強化企業辦

訓意願與能力，進而協助勞工有效提升職場競爭力。

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導入行政院勞委會訓

練品質評核系統已有5年，今年聘請輔導顧問協助，將中

心所有的書文化資料以PDDRO的方式完整建立，激勵同仁充分發揮其職能，提升訓練

成果績效卓著，榮獲勞委會職訓局評核訓練品質銀牌獎，提供中部地區民眾進修培

訓品質的信賴保証。

緩和醫療照護團隊「全方位緩和醫療照護���、關�、��」榮獲 ���� 年國家生技醫療品質標章 

 

2002 年，本院成立「」緩和醫療病房─美德病房』，除提供緩和醫療住院服務外，另提供緩和醫療門診、緩和醫療會診、

共同照護及緩和居家照護等服務，照護方式以全人、全家、全程、全隊、全社區為原則，藉由五全照護達到完善的醫療

緩和全方位照護，在緩和醫療照護團隊同仁的努力下，榮獲 2011 年國家生技醫療品質標章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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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護理師訪視次數及訪視照護時間為全國第一名，醫師訪視次數為全國第二名。此外，本院是中部唯一的臨床宗教師培

訓中心，負責臨床宗教師培育訓練，提供病患靈性照顧，減緩病患面臨臨終時所顯現的靈性不安。 

  

秉持『臨床服務、教學、研究』並重之原則，本院緩和醫療照護團隊積極投入緩和醫療相關研究，研究成果顯示實施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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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中心榮獲�台灣訓練品質評核系統銀牌獎� 

 

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中心開辦的各項專業訓練課程獨具特色廣受好評，近年來，更導入訓練品質評核系統管控課程規

劃和教學內涵，讓人才培訓績效更上一層樓，今年榮獲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頒發銀牌獎表揚。 

校長黃榮村教授九日上午在行政會議中，轉頒銀牌獎狀給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廖世傑，他同時鼓勵各項行政業務要以追求

國家品質獎的目標努力。 

台灣訓練品質系統認證(Taiwan TrainQuail System, TTQS)可以在人才培訓過程發揮事半功倍的成效；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

中心主任廖世傑副教授欣慰的表示，本校推廣教育訓練品質評核系統獲得勞委會職訓局評核銀牌獎，証明了訓練課程之

規劃、設計、執行、查核、成果評估符合國際水準，也肯定中心同仁對提升訓練品質的付出努力給予鼓勵。 

勞委會職訓局為鼓勵企業機構對人力資源投資與培訓，確保訓練品質與績效，推動訓練品質系統認證(Taiwan TrainQuail 

System, TTQS)制度，強化企業辦訓意願與能力，進而協助勞工有效提升職場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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