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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共識營紀實

啟動傳承，飛躍四百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7月9日、10日舉辦共識營，以「啟動傳承，飛躍四百」

為主題，參加對象鎖定50歲以下的校院中生代同仁，並由一級主管列席指導，老幹新
枝，承先啟後。蔡長海董事長當場做了多項重大宣布，其中包括按各項指標評比，中
國醫藥大學今年應可進入世界排名前500名的大學，這是新的責任的開始，大家應自問
是否已做好充分的準備？ 

蔡董事長同時也設定新的目標：中國醫藥大學必須在5年內邁向世界前400大，10
年內躋身世界前350大，醫院務必全力支援，校院一家，繼續寫下歷史的新頁。

歷年來辦得最好的共識營，兄弟校亞洲大學提供場地 
「傳承」共識營是在中國醫藥大學的兄弟校─亞洲大學舉辦，亞洲大學免費提供

場地，綠意盎然，鳥語花香的美麗校園，令人彷若走入度假村般的舒適。校院務發展
委員會鄭隆賓執行長領導行政組的年輕夥伴們費心籌備，無論是國際會議廳前的布置
或設在體育館的晚宴會場，乃至嚴謹中穿插輕鬆互動的共識流程，均可圈可點，被董
事長稱許是歷年來辦得最好的一次。 

鄭隆賓執行長說，亞洲大學這幾年的迅速展與傲人的治校成績，已讓身為老大哥
的中國醫藥大學備感壓力，希望兩校今後更加合作無間，共創雙贏。他還刻意在共識
營晚宴會場懸掛巨幅的「真感謝亞洲大學」布條，令亞洲大學參與協助的工作人員覺
得很溫馨。

各組進行SWOT自我剖析，董事長帶領大家思考未來
共識營中，學校分成教學、研究、行政服務3大層面；醫院分成臨床醫療、教學、

研究、行政服務4大層面，臨床醫療又細分成內科系、外科系與護理3部分，各依其所
面臨的「SWOT」進行自我剖析(S即優勢「Strength」，W即劣勢「Weakness」，O即機
會「Opportunity」，T即威脅「Threaten」。各組在共識營之前，已開過兩三次會，
就未來10年的布局集思廣益，再將成果提出來討論並尋求共識。董事長全程帶領大家
思考，有鼓勵、有建議、有修正、有承諾、有啟發，也有裁示，氣定神閒指揮三軍，
談笑間將士用命，無形中給大家上了領導統御最好的一課。 

展現專科特色，加強跨科部合作。外科系明列短期、中期、長期目標，設置各項
品質監控指標，訂定各層級醫師晉升所需的能力，同時籲請醫院支持前贍性的投資，
充實手術所需資源，改善空間需求，如此才能吸引足夠的住院醫師加入，也才能深耕
傳承。

眼看大家此時承受著不小的壓力，校院務發展委員會鄭隆賓執行長連忙從旁抒
壓。他說，董事長追求完美，對現狀不滿意是必然的，但是回顧3年來校院的成就，大
家可以給自己鼓鼓掌，只是不能自滿，未來必須更加努力。

共識營如同一場馬拉松式的腦力激盪，為了緩和氣氛，主辦單位也特別安排了兩
場演講：行政院曾志朗政務委員談「王道文化的科學涵義─去除因知識落差所引起的
生命落差」；行政院朱敬一政務委員談「台灣的國際醫療」，以及兩場叫好叫座的經
驗分享：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系李信達主任的「尋找新能量和新思維」；精神醫學
部一般精神科蘇冠賓主任的「享受臨床學術工作的樂趣」。 

中國醫藥大學黃榮村校長、台中附設醫院周德陽院長、北港附設醫院林欣榮院長
也分別解說校院的未來展望及策略，李英雄副校長則介紹21世紀的醫學教育與研究，
讓大家對未來趨勢更深入的了解。 

共識營結束時，鄭隆賓執行長導演了一齣接力傳承的遊戲，隨機挑選的4位同仁
上台，打開接力棒，取出布條，合成「啟動傳承」4字。啟動傳承，飛躍四百，校院願
景，繼往開來。

蔡董事長帶領參加共識營的同仁啟動傳承

『產學合作、研發創新』是高等教

育重視發展的方向！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

體系積極鼓勵老師和醫師積極參與產學合

作， 11日上午在校院行政會議中，校長

黃榮村博士頒獎表揚去年產學合作暨技術

移轉績優教師，同時致贈一座獎杯留念。

獲表揚的績優教師名單如下：

99會計年度產學合作案單一案件最
高經費
一、免疫學研究所林欣榮教授、徐偉成教

授主持的「以自體幹細胞腦部移植治

療陳舊性缺血性腦中風病人之第二期

臨床試驗研究」計畫。

二、癌症生物學研究所洪明奇講座教授、

蘇振良副教授主持的「JPJY之抗癌活

性研究」計畫。

三、營養學系黃惠煐副教授、楊惠婷助理

教授主持的「無糖多纖餅乾以調節血

糖申請健字號」。

四、醫學系鄭隆賓教授主持的「比較 

Linifanib(ABT-869)與Sporafenib 

對晚期肝細胞癌(HCC)病患的療效及

耐受性之開放型，隨機，第三期試

驗」。

五、醫學系劉秋松副教授主持的「一項隨

機分配、觀察者遮盲、有安慰劑對照

組、多中心之第三期臨床疫苗接種試

驗，評估葛蘭素史克藥廠 gE/AS01B

疫苗，於第0、第2個月以肌肉注射方

式施打於50歲以上成人之預防效力、

安全性以及免疫生成性」。

六、中西醫結合研究所夏德椿助理教授主

持的「第1b/2期試驗，以AMG479或

AMG102併用含鉑化學治療，作為擴散

期小細胞肺癌的第一線治療」。

中國醫藥大學99年產學

合作績優教師獲表揚
99會計年度產學合作最多件數
一、藥學系余建志助理教授的中藥成分分

析等共96件。

二、藥學系林文鑫助理教授的宏醫抑菌王

抗菌實驗等共8件。

三、醫學系林文川教授的驗方護肝功能評

估試驗等共6件。

四、中西醫結合研究所夏德椿助理教授的

評估惡化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患者

實施LY2603618合併使用pemetrexed

的二期試驗等共8件。

五、呼吸治療學系杭良文助理教授的一項

多中心、隨機分配、雙盲、安慰劑對

照、第3期試驗，以panobinostat 與

bortezomib和dexmethasone合併治療

復發型多發性骨髓瘤病患共7件。

六、醫學系白培英講師的一項多中心、隨

機分配、雙盲、平行分組、活性藥物

對肇試驗，就治療慢性心臟衰竭伴隨

心室射出分率降低患者的發病和死亡

率，評估LCZ696相較於cealapril的

療效及安全性共6件。

99會計年度技術移轉績優
一、藥物化學研究所郭盛助講座教授主持

的「2-芳香基-4-喹啉酮的新穎親水

性衍生物及其作為抗癌及其他疾病治

療用途」。

二、藥學系余建志助理教授主持的「元黃

精卵磷脂微脂粒(Liposome)反向技

術」。

三、醫學系林文川教授、藥物化學研究所

吳金濱教授主持的「台灣骨碎補抗骨

質疏鬆健康食品之開發(II)」計劃。

99會計年度衍生新創績優
藥學系林文鑫助理教授衍生技術益生

性胚芽乳桿菌(CMU995)。

緣起不滅～
中國醫藥大學99學年度

畢業典禮會場洋溢著喜悅與祝福

���高�教育的發���教育部長吳清基肯定中國醫藥大學辦學�優 

吳部長表示，本校有 70%的系科跟中西醫藥有完全密切相關，提供國內研究的中醫、西醫，以及藥學

整合的一個特色的課程，我們培育了醫、護、藥專業的技術人才，所以在國內甚至全世界談到中西醫

藥的整合，本校算是辦理最卓越，可以說是海峽兩岸談到中西醫藥的整合，本校是領先的當之無愧，

這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尤其中醫是我們的國粹，本校有三個大的領域，希望對中藥的這個藥材的資源的開發，對中藥的保健

食品跟抗病藥物的研發，以及對中醫針灸的一個理論應用，本校都有領先國際的成就，我非常的敬佩，

半世紀的經營，本校的辦學的確相當的優異，這一點我要特別為各位同學來做背書。 

本校的六個學院，34 個系所以及 26 個碩士班 10 個博士班，在這樣一個良好的學術環境之下，培養很

好的人才，當然我們了解評鑑評估來衡量一所學校的好壞，從教學、研究、服務三個面項來觀察，就

教學來講，本校是今年度教學卓越學校補助第一名的學校，我們給學校一億兩千萬元，是全國最高額

的補助款，這就是給學校最好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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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悅的容顏校園停格

「NO.1」你們真

的是非常好的大學，

教育部長吳清基受邀

在中國醫藥大學今年

畢業典禮發表演講

時，數度肯定辦學績

優且高聲背書。

黃榮村校長神情

愉悅的提醒畢業學子

「你們是帶著榮耀出

去的」，因此，他殷

切的叮嚀大家要為社

會、學校與家庭擔負起更大的責任，尤其重要的是，你們必須履行你對自己的期望。

「把你們的燈提高一點，就能照亮更多人的路」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董事長蔡長海

博士以個人的經驗鼓勵畢業學子《勇敢創新、追求卓越的人生》過程，別忘了做個樂於付出

的人，如此，才能真正品嘗到快樂的滋味！

中國醫藥大學99學年度畢業典禮於4日下午在和風草坪廣場舉行，同時邀請教育部長吳

清基博士發表《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專題演講，全校6學院34系共有大學部1424人、碩士班

257人及博士33人完成學業，結伴熱情參與名為「柳川情、和風憶」的授證、撥穗活動，會場

內外擠得水泄不通，學業績優的畢業生也獲頒贈英才獎及杏林獎，會場鎂光燈閃個不停，祝

福聲此起彼落，數百位家長和親友的臉頰都洋溢著幸福的喜悅。

《帶著榮耀出去、履行對自己的期望》～黃榮村校長的叮嚀

『畢業』是更大責任的開始；黃榮村校長懇切的說，今天參加畢業典禮的學子從這

裡走出去，學校對大家期望殷切，祝福大家事業有成，學校希望日後以你們為榮，而且家

庭、社會、國家對大家都有期望，所以大家應擔負起更大的責任，更重要的是，你們必須

履行你對自己的期望。他以詼諧的口吻催促畢業學子，趕快結婚組織家庭生孩子，不要拖

太久，才會讓父母感到寬慰，肯定比你們畢業還令人高興！

《勇敢創新、追求卓越的人生》～蔡長海董事長勉畢業學子

開創成功典範的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董事長蔡長海博士在致詞時，首先恭喜畢業同學

順利完成人生最重要的學習階段，即將踏入另一段人生的旅程，同時恭喜家長用心血栽培的子

女，學有所成、前程似錦；他說，這是為人父母最期待的時刻，也是師長最欣慰的時刻。

蔡長海董事長說，中國醫藥大學在董事會的支持，黃校長及經營團隊的領導和師生共同努

力下，一直在進步成長，我們每天都在改變，不變的原則就是每天都在變，越變越好。

今年，中國醫藥大學榮獲教育部評鑑為全國教學卓越第一名，雖然申請頂尖大學有些微差

矩，可是學術研究成果，質和量都有相當大的進步，特別在論文篇數超越很多頂尖大學，發表

在國際期刊的學術論文有一千二百篇以上，全國排名第七。

懷抱理想的蔡長海董事長表示，中國醫學大學有實力進入上海交大的世界排名五百大，進

入頂尖大學，只要學校和醫療體系再多努力，相信指日可待。

《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教育部長吳清基肯定中國醫藥大學辦學績優

吳部長表示，本校有70%的系科跟中西醫藥有完全密切相關，提供國內研究的中醫、西

醫，以及藥學整合的一個特色的課程，我們培育了醫、護、藥專業的技術人才，所以在國內

甚至全世界談到中西醫藥的整合，本校算是辦理最卓越，可以說是海峽兩岸談到中西醫藥的

整合，本校是領先的當之無愧，這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尤其中醫是我們的國粹，本校有三個大的領域，希望對中藥的這個藥材的資源的開發，

對中藥的保健食品跟抗病藥物的研發，以及對中醫針灸的一個理論應用，本校都有領先國際

的成就，我非常的敬佩，半世紀的經營，本校的辦學的確相

當的優異，這一點我要特別為各位同學來做背書。

本校的六個學院，34個系所以及26個碩士班10個博士

班，在這樣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之下，培養很好的人才，

當然我們了解評鑑評估來衡量一所學校的好壞，從教學、研

究、服務三個面項來觀察，就教學來講，本校是今年度教學

卓越學校補助第一名的學校，我們給學校一億兩千萬元，是

全國最高額的補助款，這就是給學校最好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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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部長表示，本校有 70%的系科跟中西醫藥有完全密切相關，提供國內研究的中醫、西醫，以及藥學

整合的一個特色的課程，我們培育了醫、護、藥專業的技術人才，所以在國內甚至全世界談到中西醫

藥的整合，本校算是辦理最卓越，可以說是海峽兩岸談到中西醫藥的整合，本校是領先的當之無愧，

這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尤其中醫是我們的國粹，本校有三個大的領域，希望對中藥的這個藥材的資源的開發，對中藥的保健

食品跟抗病藥物的研發，以及對中醫針灸的一個理論應用，本校都有領先國際的成就，我非常的敬佩，

半世紀的經營，本校的辦學的確相當的優異，這一點我要特別為各位同學來做背書。 

本校的六個學院，34 個系所以及 26 個碩士班 10 個博士班，在這樣一個良好的學術環境之下，培養很

好的人才，當然我們了解評鑑評估來衡量一所學校的好壞，從教學、研究、服務三個面項來觀察，就

教學來講，本校是今年度教學卓越學校補助第一名的學校，我們給學校一億兩千萬元，是全國最高額

的補助款，這就是給學校最好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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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長海董事長鼓勵畢業
學子勇於創新去圓夢

吳清基部長見証中國醫
大的卓越辦學成效



中華民國一百年九月一日2

本校牙醫學系於今年6月5日在立夫教學大樓101教室舉辦一場「牙醫學系D10-D12

三屆校友回娘家」的活動，並於當天邀請各屆同學代表作心得與學術分享！

本次校友回娘家的活動的來賓有：D10-D12 三屆當時的系主任陳三餘教授及本系

現任系主任與余建宏老師(D11)；及來自北、中、南各屆的畢業校友。

首先由牙四同學一場熱舞拉開序幕，接著牙二同學的吉他獨奏後；由前系主任陳

三餘教授致詞：回想當時年少熱心的同學，天真熱情幫忙老師，大家在資源不多的環

境裡努力向學，現在個個都是事業有成的牙醫師也對牙醫屆多所貢獻，歡迎畢業校友

能多回來看看母校，也希望大家校友努力撐起自己的母系讓她更茁壯！涂明君主任則

自69年牙醫學系創系歷史談起並分享之前這三屆同學教學資源、設備與現在的差異：

近五年的牙醫系學生有英文、CPR、游泳等基本門檻才可畢業，課程上加入研究、服

務學習、PBL、語言溝通等；強調國際學生交換學習與志工服務等的更多元化教學方

向。接著由第十屆林志明校友致詞鼓勵學弟妹一定要用功以免畢業後還要花很多心力

再學習(志明學長在台南開設一頗具規模的牙醫診所)；第十一屆張天俊校友則是現任

臺中縣牙醫師公會理事鼓勵學弟妹課餘時多見習；第十二屆廖維聰校友感謝學校能舉

辦這類活動將斷線的風箏(同學們)拉回來再相聚，只可惜適逢端午節連假有些校友無

法回來！

專題演講部分：第十屆張森豪校友的”柬埔寨牙醫醫療分享”，第十一屆許火興

校友的”建保制度與牙醫執業態度分享”與第十二屆蔡爾封校友的”新式開窗鼻竇增

高術技術分享”讓與會人員都感受到校友們在各自領域上的努力與奉獻，對年輕牙醫

師或在校學生而言，更是難得的體驗，相信參與者都有嶄新的收穫。最後由牙一學弟

彈奏一首吉他名曲作結束。在此感謝返校演講的校友，他們均將本次演講費與出席費

全部捐給牙醫學系的系學會。

接著是系館參觀與附設醫院牙科

導覽，讓校友們了解學校現今的設備

與進步，也藉機讓他們回憶曾經使用

過的技工桌！中午的饗宴，大家齊聚

在學士路的古街蚌麵餐廳，回味大學

時期的種種往事、攜家帶眷共同參與

中午餐會其樂融融；大家相約年年一

定要再回娘家！

牙醫學系D10-D12校友回娘家

   

  

  

校園巡禮  

  

大合照  

   

  

 

大合照

在北港校區發現感動—

附醫沈戊忠副院長

98學年度種植的「金桔」
已結實累累

醫放系回到北港分部拍畢業照

提起鍾景光教授，相信同學們並不陌生。對每個人
總是投以和藹可親的笑容；從過去至今，不管是生科系系
主任、實驗室指導教授、各門課程講授，或是現任教務長 
一職，他都能認真踏實地扮演好每一個角色。現在，就讓
我們隨著新聞社小記者們一同來認識不一樣的鍾景光教務
長吧！

家人期許，引領走上教職這條路

鍾景光教務長生長於高雄縣杉林鄉的務農家庭，是家
中長子，高中畢業面臨考大學時，父親期望他讀師專，為
的是將來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因此，教務長在考量家裡
經濟狀況及父母期盼下，考取了當時的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生物系。

勇於追求自己的目標 

大學畢業後，教務長先於國中任教實習，在實習中
他認知到，教國中生並不是他的終身志向，他希望能夠教
相對穩重的大學生；於是，在實習結束後，進入彰師大擔 
任助教。三十一歲那年，遇上一位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
就是現在的師母；結婚後，師母鼓勵他出國進修，於是，
他為了出國留學，一邊繼續教書存錢，一邊準備托福考
試，三年內終於達成出國進修的願望。

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
三十三歲那年，教務長獨自一人出國，就讀美國路

易士安那理工大學微生物學系；起初上課很吃力，回家做
功課的筆記滿滿都是中英文夾雜的形式，經過一個半月的 
苦讀加上每日的課前預習，終於能聽懂上課的授課內容，
並在第一次小考和期中考獲得高標準的分數；從此，認
真努力的學習態度，讓他在國外求學過程中有很多的 收
穫，同時也備受師長與同儕的肯定。

國外求學經驗分享：效率取勝！

教務長以個人的外國求學經歷與我們分享，提到美國
學生投入課業上的時間比較少，平常都是忙於課外活動，
該玩就玩，幾乎沒有人在讀書，總是到考前才會準備考 
試。讀書時，他們很懂得合作的好處，五、六個人聚在一
起討論功課，半小時一個章節就唸完了，真是以效率取
勝！

轉折點--酒廠工作

務長在路易士安那理工大學唸了一年半取得碩士學
位後，到美國
德州酒廠做了
半年的檢驗人
員，工作內容
大概是檢驗酒
的成分、掌控
酒的發酵狀況
並作記錄；後 
來，他覺得這
項工作了無新
意，於是回學
校找老師，老
師推薦他申請

至密西西比大學免疫所就讀，並很榮幸地申請到獎學金；
五年後，他順利取得碩、博士學位，並 且在密西根州立
大學藥學系做一年博士後研究，再回到國內任教。

由一開始的副教授，到現在的教務長

回國後，教務長接受了本校的邀請，至醫學系微免
學科任教，隨後又擔任生物科技學系主任；在擔任系主任
期間，生科系無論在教學或研究之成果均大幅提升，尤其
是學生考上國立研究所之比例，均為全校第一名，實屬難
得。因此，獲得長官肯定並賦予教務長職務的重任。

教學上，教務長秉持著絕不遲到的原則，總是上課
鐘響時，準時現身在講台上，他希望用「以身作則」的榜
樣，帶動學生求學的熱忱與守時好習慣！雖然，接任教務
長後，多了許多行政事務要處理，但這並沒有影響教務長
的課堂教學及研究，他依舊本著戰戰兢兢的心態，腳踏實
地做下去。

自學英語，忙裡偷閒的休閒活動

教務長身兼教職、指導實驗室，又要兼顧行政事務，
事務內容多元且繁忙。平日他有一個習慣，就是利用每天
早晨，聽半小時的英文故事，多是一些有趣的內容，藉 
此讓自己不會與英文脫節。在職進修的部分，教務長也時
常抽空參加教師培育暨發展中心與學習中心舉辦的各項研
討會，讓自己時時刻刻都能充電再出發！

尊重子女的興趣

教務長的兒子鍾子偉，在小學五年級時回台灣就學，
他高三的時候認為自己的興趣是管理方面，想由C 組轉A
組(即現在的三類組轉一類組)。教務長夫婦對此雖有憂
慮，但並沒有加以反對，他認為兒子對自己的學習有充
分規劃，值得鼓勵。鍾子偉在台大外文系就讀 時，輔修
商學院的課，畢業時在畢業證書上同時有商學院的輔系證
明；從此，利用這個商學院的輔系修讀哈佛大學商學院的
MBA。由於，教務長發現兒子在大學時 期選修輔系，有不
錯的成果，所以，對於校內的學生，教務長不斷強調修讀
輔系及雙主修的重要，希望學生能嘗試加修輔系或雙主
修，培養自己的第二專長。

在家庭經營上，父子倆宛如朋友。兒子長大了，兩人
還是時常一起分享心事及討論工作上遇到的困難。教務長
覺得家長和孩子間必須敞開心胸，才能促進親子的關係。

教務工作改革的推手

在個人理想上，教務長希望未來能逐步推動校長和自
己的教育理念，例如推廣更多校本部老師到北港上課，讓
更多老師可以增加和北港分部學生的互動及交流。

在課程改革部份，有以下7項：
1. 讓微積分變成各系必修課。 
2. 規劃更多課程讓3、4位老師共同授課，讓每位老師各

自發揮自身專業。 
3. 讓大學部的學生必修課程的比例下降，增加選修課

程，這項目標已達成。目前大學部每個系必修課程均
已降到畢業學分數之百分之七十左右。 

4. 校內成立更多跨領域課程之學程，供學生選讀。 
5. 推行輔系。 

5月31日我受學校指派去北港分部協助校務評鑑，在北港分部小而美的校區發

現許多感人的事情。

北港分部目前除醫學院、中醫學院外的各學院各系的一年級學生，全校區只

有六百多位學生，因此每位學生都有宿舍可住。在這純樸的北港小鎮，學生的日常

生活比較單純，而學校旁邊就是稻田，學生開學不久，正好是農民將稻子收割過之

後，焢窯就成為學生傳統最愛的傳統活動，與大地融成一片，開始孕育出對北港這

塊土地的情愫，北港媽祖生日重大的節慶，當地人也會邀請

本校學生參加慶典活動，本校學生組成的八佾舞表演成為廟

會活動水準最高的節目。

分部老師還帶領學生植樹，種植水果樹及其他樹木，學

生宿舍的水果攤是開放式的良心站，學生想買那些水果，自

己稱，自己算錢，再把錢放入錢箱內，也鼓勵大家為別人削

水果服務，削好的水果放在旁邊的冰箱內，標好價錢，方便

其他人來買。實施以來，水果攤有不少利潤，因此舍監就把

價錢再降低，只達收支平衡就好了。

下午我要離開時，真的被一幕景像感動了。五月底正

值學生拍畢業照的時間，多數在台中校園拍學士照，那天

我看到二群不同系的同學，自己包車特地回到北港校區拍畢業照，要填補這段令他

們難以忘懷的記憶。他們說，將來結婚時，也要來這裡拍婚紗照，因為在這裡的一

年，都是他們一生最令人懷念的時光。

校內教務改革推手—

　　鍾景光教務長專訪

6. 推行雙主修。 
7. 期望能留住大學部、碩士班優秀的學生： 依學生個人

狀況，大三結束就可以申請預研生，預先修讀碩士班
課程，或大四畢業後逕讀博士班，以縮短修業年限。 
跨領域學程、輔系、雙主修，這些管道能讓學生在

大學時期具有第二個專長。依教務長在生科系的經驗，學
生不一定會喜歡學系開設的課程，有這些跨領域管道，可 
以讓他們自由拓展個人興趣。另外，還有大一生校內轉系
的部份，現在已將志願數由一個增加為兩個，讓學生可以
有兩個選擇；但是，目前同學利用的比例並不高。 學程
的部分，由於只要修滿15-20個學分，就能取得一個學程
證明，所以，現在修讀學程的同學比較多，這是教務長最
感到欣慰的部份。而雙主修 因為幾乎要上兩個學系的課
程，目前修讀的人數比例較少，大多是因為覺得必須要延
遲一年才能畢業的緣故。輔系則需修習20學分。為此，教
務處每學期都會到北 港分部做輔系、雙主修、跨領域學
程的宣導，同時希望老師能多鼓勵同學有更多選擇第二專
長的機會，讓畢業以後的就業選擇也較多元化。

航向未來

常常看到同學們會陷入一畢業就得面對選擇職場的難
題，教務長鼓勵學生挑選工作時，能以自己的興趣為優先
考量，因為工作若能與自己的興趣相符合，這份工作才會
做得長久又有成就感。

對於未來的期許，教務長希望能持續從事實驗及研究
的工作，好好培育學子們。最重要的一點，是希望校內學
生們能看見學校更多的優點與改變，更加認同我們自己的
學校，以學校為榮！

鍾景光教務長與新聞社小記者們會後合影

合照

醫學系第20屆校友返校參訪
醫學系第20屆校友莊朝傑等一行50人，於100年8月7

日（星期日）下午14時組團返校參訪，由學務長林振文教
授、附設學院沈戊忠副院長、校友聯絡組親自接待，醫學
系系學會亦派學生代表參加，學務長致詞歡迎校友返校，
於觀賞學校影片簡介後，說明學校長期致力於提昇教學，
並建構了邁向頂尖大學的發展藍圖，將積極規劃建設本校
成為一所真正國際一流的好大學。沈戊忠副院長特別以簡
報的方式為校友詳盡的介紹附設醫院的現況及進步情形，
並敘述附設醫院目前推動的重要工作及建設，冀望藉著
「癌症中心」、「急症暨外傷中心」、「腦中風中心」、
「預防醫學中心」、「神經精神醫學中心」、「心臟血管
中心」、「腎臟醫學中心」、「器官移植中心」、「兒童
醫學中心」、「中西醫結合醫療中心」及「國際醫療中
心」的成立，積極引進國外團隊的技術和經驗，提供世界
級的醫療服務水準。為感念學校的諄諄教誨及回饋母校培
育之恩，校友莊朝傑、陳冠文、張簡英茂、陳弘修、邱治
平、陳伍瑚、連進昌、陳仁熙、陳仁和等並當場捐款做為
學校薪傳、曙光及系學會基金，造福學子，愛校情操令人
動容。會後由接待大使引導校友參觀校園、附設醫院巍峨
的建設，校友對於學校、附設醫院的長足進步，均感覺到
無上的光榮，一行
於參觀五權院區合
照留念後，結束至
母校的參訪活動。
對莊朝傑等校友熱
心捐款嘉惠學子之
感人作為，學務處
校友聯絡暨就業輔
導組致上由衷的謝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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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診、骨折固定、傷口清創縫合、

急救、緊急手術是每天都會出現在急診的

事；急診室的人群中，也總不乏身體欠安

的病患伴隨著焦急等候的家屬，這些必然

的人與事，對急診來說，不是什麼新鮮

事，安撫處置也絕非難事，但是如果瞬間

且大量的湧現，那就不只考驗急診，也更

考驗醫院及整體醫療團隊應變處置的能力

了。 

7月15日傍晚18:50分左右，走到了檢

傷大廳正準備刷卡下班，忽然間，秀惠阿

長以“急促”的聲音喊著：「趕快！趕快呼叫主任！快跟他報告金典鷹架倒塌，一會兒會有大量

傷患湧入！」，火速聯絡上主任，原來已經有人比我更快聯絡上他，而他也正在趕回醫院的路途

中。  

這時的急診，除了就診的病患與陪伴的家屬外，也同時看到一群正準備下班，穿著便服的伙

伴們，迅速、自動自發的各就定位，開始加入這個可能湧入大量傷患的“戰場”，沒一會兒，急

診作業指揮官維恭主任回來了，評估狀況後，一聲令下“啟動丙級大量傷患”。 

動員令下，各部門準備加入搶救行列的螞蟻雄兵隨即陸續出現，依平時培養出的敏銳性，各

就定位。醫事室英俊大哥、俊儀背心穿上開始協助櫃檯病患分流，資訊室英傑大哥也神速的扛著

耗材，在志工服務台架起另一組電腦備用，岑瑋副主任也開始協調各加護病房的病床，神經科、

外傷科、骨科、外科以及急診的冠合、養正、凱文..等醫師，無不均迅速的加入緊急救護行列，

連實習中的實習醫生也沒缺席，接著穿著短褲運動鞋的社工室教仁主任，還有正準備吃飯，但還

沒吃到口的彥芳督導，以及帶著緊張神情衝回急診的外傷科專科護理師琪棓，大家忙而不亂的各

就各位，連保全大哥也迅速的圍起封鎖線，確保急診醫療作業不受干擾，看到如此景象，除了替

可能的傷者感到擔憂外，心中還有著些許感動，醫者父母心、視病猶親，誰說只是口號而已。 

病患陸續的被送達，搶救病患的醫療兵將們沒人喊辛苦，沒人喊累，即使一群人都是空著肚

子沒吃飯，或是從家裡緊急跑回醫院，卻沒人問：「何時可解散？」，只聽到現場搶救聲，此起

彼落…。 

忙碌中，令人膽顫心驚的救護車鳴笛聲又響起，一位已無心跳、呼吸且嚴重氣血胸、顱骨骨

折的女姓患者被送來，此時，包括急診、外傷科、神經外科、骨科、心臟外科….等科別的外傷團

隊立即啟動，與時間賽跑，終於將這位女性患者從鬼門關前搶救回來，在恢復心跳的那一剎那，

大家的心裡真是無比欣慰，而其他輕微外傷的病患，也陸續在醫護同仁的照護下，平安出院。 

曾有人質疑，沒事為何要無聊的常常啟動大量傷患演習，浪費時間，干擾正常作業，我想，

居安思危，不斷的演練，是為了災難真的來臨時，能提供最好的醫療照顧給需要幫助的人，讓他

們在無法預警的災難中擁有些依靠。 

急診伙伴們，你們的專業、熱誠與團隊合作，使生命的光亮重新燃起，是你們放下自己，才

使心慌轉為心安，你們是值得鼓勵、值得喝采的。『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對我們而言，並不只

是一個頭銜而已，「守護生命」更是我們須承擔的責任。 

呼吸治療專業在美國自1943年開始萌芽，至今已發展超過60多年，

是世界最先有呼吸治療師專業的國家。美國呼吸照護學會為推動國際呼

吸治療專業發展，除了在1991年成立世界呼吸照護聯盟，並設立國際訪

問學者活動，每年提供4至8名的名額供世界其他國家對呼吸治療專業有

興趣的人申請，經評審錄取者由美國呼吸照護學會提供為期三週的活

動，前兩週拜訪兩個美國城市，由專人帶領參觀學校教育、醫院急重症

及居家長期照護，最後一週參加美國呼吸照護學會舉辦為期四天的年度

大會(註:本系有施純明副教授、朱家成講師及劉金蓉講師分別獲得國際

訪問學者殊榮)。2004年開始由美國呼吸照護學會結合世界呼吸照護聯

盟著手規劃如何幫助世界其他國家提供優質呼吸治療課程或提供訊息讓

有意投入呼吸治療專業者有參予或諮詢管道，因此規劃國際教育認證系

統(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cognition System, IERS)，分為三個

層次，Level I是針對單次研討會的認證，Level II是針對中短期訓練

課程的認證，而Level III是針對學校課程的認證。本系自95學年度設

立以來，每年都與美國呼吸照護學會及世界呼吸照護聯盟成員有密切的

交流，他們對於本系課程設計及師資皆有詳細的認識，並與本系學生面

對面的溝通交談。本系在98學年

度並設立國際呼吸治療專業學習

課程，經由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

的補助，選送學生至美國參觀呼

吸治療師在學校訓練及職場就業

的情形，此舉也受到美國呼吸照

護學會國際事務委員會的高度重

視，並提交世界呼吸照護聯盟

報告。在此背景下，本系99學

年度下學期向美國呼吸照護學會

及世界呼吸照護聯盟提出了IERS

的認證，很快地就獲得認可，頒

發由美國呼吸照護學會美國呼吸

照護學會理事長 Karan Stewart

及世界呼吸照護聯盟主席Jerome 

Sullivan所聯合簽名的證書，是

台灣第一家獲得此一證書的呼吸

治療學系。

金 典 酒 店 鷹 架 倒 塌

本院成功處理大量傷患

周院長、沈副院長及陳維恭主任陪同蔡炳坤副市長慰問傷患

賀
本校呼吸治療學系榮獲美國呼吸照護學會及世
界呼吸照護聯盟合頒之IERS Level III認證，
課程設計及師資學經歷獲得肯定

IERS Level III證書

授權使用此三個 LOGO於相關文宣

強烈地震、火災事故、疏散演練～

中國醫藥大學舉辦師生避難逃生演習過程逼真
廿九日上午十時半，位於台中市鬧區的中國醫藥大學廣播警報聲響起『發生強

烈地震了』！在互助大樓上課的師生立刻關閉電源，隨後魚貫下樓到中庭和風廣場

避難；住宿舍的學生則分批疏散中山堂前廣場避難，被物品掉落砸傷的同學經包紮

後送醫救治，消防車也趕到現場灌救撲滅火災，師生們都確實執行災害防救及逃生

動作，過程逼真。

中國醫藥大學舉辦的複合式災害防救及逃生演練週活動進入高潮，廿九日上午

防災應變中心獲報『台灣發生芮氏規模六點七的地震』，校本部在災害防救指揮官

林振文學務長指揮下，立即發佈警報廣播請師生待在教室進行掩蔽動作，同時拿厚

重的書籍保護頭部，並要求師生立刻依照指示關閉電源；待地震結束後，生活輔導

組長林重榮教官規劃疏散引導師生魚貫下樓到中庭和風廣場避難。

600多位集結在校園和風廣場避難的師生逐一清點各班人數後，對於有同學受

地震驚嚇、情緒不穩的同學，被校安教官游振義、孔令義等人一帶往災後心理輔

導站進行輔導，對於幾位被物品掉落砸傷

的同學，緊急救護站也派員趕往協助包紮

後，通知救護車接送醫院救治。

地震難免衍生電線走火，在校本部

的立夫教學大樓隨後傳出火警，台中市消

防局派出的消防車立即展開強救火實況演

練，消防灌救的強大的水柱讓師生都有身

歷其境的臨場感。

半小時後，位於台中市英才路與學士

路的學生宿舍發佈地震火災疏散警報，鄰

近的五常里、賴厝里守望相助隊立即趕往

支援，400多位住校學生在林重榮教官等

師長引導下，由市警二分局員警實施交通

疏導管制，學生分批循著柳川西路快步奔

往中山堂廣場集結避難。

在長達二個小時過程緊湊的避難逃生

演練，災害防救指揮官林振文學務長對於

參與師生動作逼真表示滿意，他希望藉此

培養師生緊急應變及避難逃生能力，平時

做好安全預防措施，才能防患於未然，降低大眾生命財產損失。

林振文學務長並頒贈感謝狀給陸軍36化兵群官兵、台中市消防局、市警二分局

等單位和人員，連日來熱心參與中國醫藥大學災害防救及逃生演練週活動的辛勞。

住校宿同學疏散到中山堂廣場避難

中國醫大師生遇地震疏散到中庭廣場避難

身歷其境的消防滅火演練

受傷同學包紮救治 緊急救護受傷同學送醫

救護受傷同學送醫 校園防災疏散演練

中山堂廣場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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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外科楊美都醫師(兼培德醫院副院長)，最近為一女性患者執行腹腔手術，解除病人的心腹之
患，手術非常成功，而且住院過程中病患及家屬感受到楊副院長及他的團隊親切的照顧，令他們覺得
很安心，復原得更快。

病患的兒子是一位很成功的企業家，為感謝楊副院長團隊用心的照護，特別捐出六十萬元給本院
社工組，以做為幫助其他經濟較弱勢病患急需之用。他表示母親是台中人，自己在台北經商，原本要
接母親去台北開刀，以方便就近照顧，但母親聽說中國附醫醫療水準高，就近來本院看診，這次能順
利手術成功，特地捐款本院，表達感激，同時也要鼓勵醫護人員更用心照顧病人。

沈戊忠副院長為此特別在病患回楊副院長門診複
診時，代表醫院向他們致謝。在交談中，沈副院長又提
到要培養優秀的醫護人員在學校這一階段更是重要，本
校醫學系及護理系分別通過TMAC及TNAC評鑑，表示我們
對培養醫護人才在技術及人文素養方面都獲得評鑑專家
的肯定。病患的兒子感動之餘，立即再捐贈120萬元給
學校，其中給醫學系及護理系各30萬元做為教學卓越基
金，另60萬元做為研究用途。

雖然捐贈者堅持不曝光，但我們特別報導這個感人
的消息，以激勵全院的醫護同仁，對待病患一定要有同
理心，只要我們多付出一些心力，病患及家屬對我們的
感激是難以衡量的。

楊美都醫師團隊感動家屬巨額捐款

楊美都醫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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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500

5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500

1,500

2,000

2,000

2,000

2,538

2,700

3,000

3,000

10,000

31,080

200,000

陳柏宇

沈紫瑛

林靜娟

黃惠仙

周翠華

林子賢

涂筱培

梁穎

郭琪美

陳素鳳

陳純慧

陳麗麗

游富順

湯惠珠

黃美瑛

謝宗明

藍麗美

何玲芸

劉威志

辛幸珍

林鵬政

黃明鳳

廖維聰

周子傑

林殿傑

蘇勳璧

郭君義

張晋維

林焜煌

捐 款 芳 名 錄 捐款時間100.06.18－100.09.14

  金     額                                捐     款    者

  金     額                                捐     款    者

  金     額                                捐     款    者

  金     額                                捐     款    者

【學校各社團】

98

192

200

200

300

500

500

500

1,000

1,000

1,000

1,000

范姜士彰-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陳姿穎-弱勢學童愛心活動

旭豐大藥局-小水麻服務隊

吳依依-弱勢學童愛心活動

陳美惠-醫學系迎新活動

呂濬帆-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黃怡萍-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蕭玉敏-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李佳亮-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李奇學-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胡耿華-醫學營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真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張志富-醫學營

陳怡君-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黃靖倫-弱勢學童愛心活動

廖學庸-小水麻服務隊

殷夢婷-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何文照-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吳清春-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林重榮-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林振文-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侯曼貞-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曾新光-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李世昌-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周子傑-弱勢學童愛心活動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牙醫系口腔衛生教育推廣服務隊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國際志工服務隊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醫藥史社

啟暉牙醫診所-牙醫系口腔衛生教育推廣服務隊

連進昌-醫學系學會系各項活動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部-醫學系迎新活動

財團法人台中聖壽宮-藥學系迎新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羅浮群25屆社服隊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板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醫藥史社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發一崇德慈善事業基金會-醫藥史社

陳仁熙-醫學系學會系各項活動

陳祖裕-醫學營

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醫藥史社

陳秋瑩-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羅浮群25屆社服隊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補助羅浮群社在台東市國
小辦理「第25屆社會醫療服務」活動經費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贊助中醫學系系學會「苗
栗縣三義鄉鯉魚潭村中醫診療、健檢及衛教宣傳、家庭訪
查」活動經費

吳聰能-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洪菘蔚-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財團法人台北市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醫藥史社

財團法人台北市德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羅浮群25屆社服隊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板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國際志工服務隊

財團法人佛乘宗大乘禪功文教基金會- 羅浮群25屆社服隊

財團法人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牙醫系口腔衛生教育推廣服務隊

財團法人陶聲洋防癌基金會-申領補助本校「牙醫系口衛隊
台東縣蘭嶼鄉服務」經費

1,000

1,000

1,000

1,000

1,5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9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6,000

6,000

8,000

8,000

8,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5,000

15,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財團法人陶聲洋防癌基金會-申領補助本校「羅浮群社會醫
療服務隊台東市建和里、建和國小進行社會醫療服務」經費

陳仁和-醫學系學會系各項活動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贊助國際志工隊泰北辦理
「醫療健診、衛教宣導、中醫養生保健等活動」經費

莊松榮製藥廠有限公司-中醫系義診活動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發一崇德慈善事業基金會-國際志工服務隊

財團法人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國際志工服務隊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羅浮群25屆社服隊

蔡順美-弱勢學童愛心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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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3,000

5,000

6,000

10,000

10,000

10,000

500,000

邱治平

簡君儒

陳伍瑚

陳弘修

張簡英茂

莊朝傑

陳冠文

陳永和

1,000
3,000

15,000

尤綿綿
現程生技有限公司

劉思沅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000

2,000

2,000

2,000

5,000

王邦傑

王筱蓉

吳青峯

岑榮潤

李宜貞

林孟鏗

邱暄雅

袁樂民

高展鵬

莊佳穎

許智超

陳建智

景瀚儀

黃千甄

黃宏庭

廖昱溱

趙家瑩

劉育祺

蔡宗璟

鄧雲立

賴世文

謝冠生

鍾禮憼

王繼榮

李石勇

陳佳慧

曾錦偉

陳怡吏

2,350

2,350

2,538

2,538

50,000

200,000

300,000

500,000

許火興-牙醫學系專用

張天俊-牙醫學系專用

陳建志-牙醫學系專用

蔡爾封-牙醫學系專用

陳偉德-史懷哲圖書捐款

林明毅-牙醫學系碩士班專款

財團法人蔡長海教育基金會-捐重返史懷哲之路費用

財團法人蔡長海教育基金會-教職員出國專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