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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教授】得獎人 

 

醫學院    吳國瑞 講座教授 

公共衛生學院 蔡文正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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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教授級）傑出教授得獎人】  

壹、 個人簡介 

    吳國瑞老師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

系，服完兵役之後便到臺北榮總擔任一年住

院醫師，因在擔任住院醫師期間，感於罹患

癌症的人數逐年攀升，但在當時台灣對於癌

症疾病的發生機轉及治療研究尚未成熟，故

開始萌生出國的想望。不久後，吳老師便前往美國德州休士頓

貝勒(Baylor)醫學院攻讀細胞生物學系，並於 1992 年順利取得

博士學位，同年，吳老師便到德州西南醫院擔任臨床病理科醫

師，完成其臨床醫師訓練。因本人依舊熱衷基礎研究工作，決

定重返學術研究，隨後便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從事博士後研

究工作。返國後便在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陽明大學等校進行研

究工作，並於 2009 年獲聘為特聘教授。2014 年李文華院士延

攬吳老師進入中國醫藥大學擔任腫瘤醫學中心主任，帶領一群

傑出青年研究團隊共同尋找癌症致病機轉，研發新穎癌症治療。 

貳、 具體事蹟與成效 

一、 「教學」具體事蹟與成效 

吳老師帶領學生，總是不遺餘力將畢生所學毫無保留的傳

授給學生，無論是研究的創新發想、實驗材料等等，總是無私

地提供並指導於學子，並帶領著學生一同投入生命科學奧妙的

領域。吳老師教學認真、負責。對於學生的疑問，也常鉅細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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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地耐心回答。吳老師本著言教不如身教的態度，其在科學研

究的執著與認真，總是讓學生深深感動。吳老師指導過的學生，

有的已是享譽名聲的醫師，甚者更於國內外知名研究單位任職，

並有優秀的論文發表。 

以下為學生對於吳老師的評語： 

1. 謝謝老師讓我們對癌症有初步的了解，以往對於癌症社

會大眾一般只知道很可怕，卻連它的前身和與基因有關

都不甚了解，謝謝老師領進門！ 

2. 感謝教授諄諄教誨，讓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3. 教學認真，內容豐富。 

二、 「關懷與輔導學生」具體事蹟與成效 

吳老師從旁輔導學生申請科技部大專生論文研究計畫，皆

順利獲得科技部補助。其指導的學生─醫學系學生鍾晴，更順利

獲得財團法人健康科學文教基金會第十屆暑期醫學系學生研究

計畫研討會報告第一名。吳老師深知，要給學生適才適性的教

育，他重視學生的興趣，更在去年為學生爭取出國學習機會，

將其指導的學生─生醫所博士班學生賴玠羽送到 Jackson 

Laboratory ， Dr. Chia-Lin Wei 的 實 驗 室 學 習  Genome 

Sequencing Technology。也期許賴同學學成後，將尖端技術

在中醫大順利紮根。另外，實驗室經常有學生(包括醫學系，中

醫系，藥學系等)在實驗室學習實驗技術。 

三、 「研究」具體事蹟與成效 

吳老師致力於投入癌症轉移機制之研究。其尖端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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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與高質量論文，先後已成功發表逾 70 篇的論文，其中無論

是 Nature Cell Biology 、 Molecular Cell 、 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期刊，都能常見其足跡，倍受學術界矚目。

吳老師還於 2014 年成功申請科技部學術攻頂計畫，五年共獲

得五千萬經費補助。 

近年來，吳老師所帶領的研究團隊，簡述近年吳老師在學

術上的重要貢獻如下： 

(一) 組織缺氧誘發的上皮細胞間質轉化 (簡稱為 EMT)會

促進癌細胞轉移。研究團隊發現，TET1 蛋白除了是 DNA 雙加

氧酶，也可以調節缺氧反應的基因表現，能在缺氧環境下當作

ㄧ個輔激活因子，並透過與 HIF-1α 及 HIF-2α 作用，進而調

控缺氧反應的基因表現及下游的 EMT，降低癌細胞轉移機率。

該研究成果刊登於 2014 年「Genome Biology」期刊。 

(二) 發現癌細胞核中的蛋白質「Twist1」若過度表現，會

誘發腫瘤幹細胞轉分化為血管內皮細胞，導致血管新生、促進

腫瘤轉移，造成癌症惡化。若能透過藥物阻斷 Twist1 的影響過

程，合併使用「新藥」抑制劑加「舊藥」標靶治療，阻斷其轉化

過程，就能抑制血管新生，讓腫瘤體積縮小 8 成左右。未來可

望提供頭頸癌患者，更有效的治療新契機。該研究成果刊登於

2014 年「Nature communications」期刊。 

(三) 發現去泛素酶 HAUSP 可對 HIF-1α去泛素而增加其穩

定性和功能。這項研究發現 HAUSP 的重要功能是作為 HIF-1α

去泛素和通過保持 CBP 介導 H3K56 乙醯化的主支架，以維持



6 
 

HIF-1α下游基因的表達和保持一個“開放的”染色質狀態，並

允許在細胞在缺氧壓力情況下得以快速反應，這些結果建立了

基因轉錄的新範例，此研究結果已經在 2016 年「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發表。 

因此，吳老師於 2009 年、2011 年、2014 年，三度獲得

行政院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並在 2017 年榮獲教育部第 61 屆學

術獎，也曾獲得 2010 年侯金堆傑出榮譽獎、第四屆永信李天

德醫藥基金會卓越醫藥科技獎、第七屆有庠科技論文獎等榮譽。

其研究表現傑出卓越。 

四、 「校務服務」具體事蹟與成效 

吳老師除致力於教學及學術研究外，也常參與校內外大小

事情。在校務上，吳老師擔任腫瘤醫學研究中心主任期間，也

積極提攜後進。指導腫瘤醫學研究中心許凱文專案培養助理教

授，於去年升任為專任助理教授，並獲得科技部三年期計畫。

吳老師在 2014 年也曾擔任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之主任。也多次擔任院校教評會、院校

務會議、學術倫理委員會等委員。 

在校外服務方面，吳老師也常協助學校推向國際化，多次

連結本校與享譽國際的一流單位交流，包含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Jackson Laboratory、新加坡大學、南洋理

工學院等。每年也不定時地邀請一流研究學者前來本校訪問並

演講，包含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的 Dr. Yi Zhang、

Jackson Laboratory 的 Dr. Chia-Lin, Wei、新加坡大學的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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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G. TENEN、Dr. Bin TEH、日本金沢大学的 Dr. 高橋智

聡等不計其數。 

參、 結語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一項艱鉅的永續工程，孕

育英才並非一蹴可幾。吳老師任重道遠，期許自己視野更寬廣、

豐碩自我，進而在專業領域尋求創新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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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典範教授）傑出教授得獎人】  

壹、 個人簡介 

蔡文正老師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化學

工程學系，陸戰隊預官服役後，取得美國

直攻化工博士獎學金，赴美前驟然發現罹

患惡性度極高且少見之骨癌，經截肢後仍

肺轉移，經多年之住院治療後，興起對醫

院管理的興趣與熱情，決心轉讀醫務管理。1994 取得美國路

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學 MBA 學位，1998 年獲得美國杜蘭大學醫

務管理學博士。1998 年至本校醫務管理學系任教至今滿 20

年，由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至 2015 年獲聘特聘教授。

行政職務曾擔任系主任、所長、院長。學術專長於醫務管理、

醫療品質管理、醫療政策與管理。蔡老師一向熱心教學、勤於

服務、埋首研究，在各方面表現皆非常優異，對於學校有極高

的向心力。 

貳、 具體事蹟與成效 

一、 「教學」具體事蹟與成效 

蔡老師一向非常熱心且認真的投入教學工作，除了教學課

程深受學生好評及喜愛外，在全校教學評比中，多次名列第

一。每年專注的指導 1-2 組大學部學生，申請科技部大專生論

文研究補助，並獲得科技部補助。因深受學生歡迎及肯定，每

年指導 8-10 位碩士學生(含在職生)及 2-3 位博士生論文，多數



9 
 

皆獲得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論文競賽優異獎項，並投稿國際期刊

發表論文。亦曾指導學生參與 2016 亞太公共衛生學術聯盟年

度學術研討會，榮獲優秀青年學者特別獎。在教學成果表現方

面，2004 年獲得公衛學院教學優良教師獎，更於 2007 年及

2009 年分別獲得校级教學優良教師，是極少數榮獲兩次校级

教學優良教師獎項者，同時於 2007 年榮獲台中市特殊優良教

師殊榮，2010 年獲得教師評鑑教學績優獎，2013 年獲得教學

績優獎，顯示其教學之卓越表現與辛勤付出。其指導過的學生

有多位在國內外大學任教，更有超過十位以上學生高升國內各

醫院院長、副院長等職務，對醫療與健康產業貢獻良多，顯示

蔡老師培育人才不遺餘力。 

二、 「關懷與輔導學生」具體事蹟與成效 

蔡老師除了長期擔任生活導師外，亦擔任多年系總導師、

院總導師。對於遭遇學習或生活困難之學生更是用心付出，總

是不遺餘力的主動提供輔導及協助，對許多經濟弱勢的學生或

外籍生，額外提供個人工讀機會、給予關心及照顧。更常自掏

腰包、出錢出力、鼓勵並協助學生的課外學習，例如主動出

錢，輔導學生成立中醫大 Toastmaster 學生英語社團，積極推

動並輔導學生的英語學習成長，同學從中獲得極大收獲，深獲

同學肯定與感謝。為了幫助及鼓勵學生，更常捐款於學生活

動、系上基金、院務活動及校務活動，2008 年獲頒「貢獻殊

偉」獎項，關懷與輔導學生盡心盡力，深受學生支持與讚揚。 

三、 「研究」具體事蹟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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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蔡老師每年約有 10 篇 SCI/SSCI 論文發表，至今

已發表超過 120 餘篇論文，國內外研討會發表論文超過 340 餘

篇。研究上主持過 150 項以上之研究計畫，為學校爭取豐富的

研究經費。因此，於 2008、2009、2010 年，連續 3 年共獲得

3 次校级研究經費績優獎，2012 年獲得校级教師傑出研究獎。

2015、2016、2017 年連續 3 年高分通過，獲得學校獎勵特殊

優秀人才獎，研究表現在學校歷年評估中皆名列前茅。 

四、 「校務服務」具體事蹟與成效 

蔡老師總是專注的投身於校務服務與公共事務，無論是否

擔任行政職務，對於學生事務、系務、院務、校務皆積極投入

及全心付出。除了擔任系院校教評會、系院校務會議、系院校

課程會議、教務會議、學務會議等之委員外，自 2007 年起共

擔任 9 年之系主任暨所長及 3 年之院長，期間亦代理管理學院

院長及生統中心主任，對於校務工作全心投入，並深受系所主

管、老師及同仁之支持與肯定。例如，對於公衛學院大一不分

系之設立，帶領全院系所主管及老師，從教育部的申請及獲准

設立、課程及制度規劃、北中南招生宣導及說明等等，使此新

制度順利推行，招生成功。對於推動國際化方面，於系主任及

院長任內，成功建立本校與美國 Tulan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ech 等三

所知名大學之姐妹校，進行雙方實質的課程教學、交換學生與

學術合作交流；目前蔡老師亦為美國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及南卡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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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老師於服務表現方面，在學校歷年評估中皆名列前茅，校務

服務表現極為優異。 

在校外服務方面，蔡老師擔任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理

事長、財團法人中國醫藥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張錦文基金會執行

長，亦擔任 5 個全國性學會之理事或常務理事；同時擔任「台

灣公共衛生雜誌」之副主編、衛福部發行之「醫學與健康」期

刊之執行編輯、大學系所評鑑委員、醫學中心評鑑委員等，對

於提升學校的聲譽及影響力不遺餘力。 

參、 結語 

蔡老師之生命歷程充滿了挑戰與奇蹟，對於曾經是癌症第

四期的病患，求學過程歷經工學院、商學院及公衛學院的教育

洗禮，今天身為ㄧ位大學教授，對於教學、輔導、研究、服務

之熱心投入、埋首付出，完全來自於一個重要的生命信念-

「生命充滿了挑戰與不可預測，需要珍惜及把握當下」、「人生

不能只為了活著而活著，需要努力貢獻自己，發揮生命的價

值」。蔡老師希望能以獲得典範教授之殊榮，未來持續在教育

工作上，更竭盡自己所能、貢獻一己之力，發揚校譽，讓生命

更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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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組】傑出教授得獎人 

 

醫學院    姚俊旭 教授 

健康照護學院 曾雅玲 教授 

醫學院    蔡崇豪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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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教授級）傑出教授得獎人】 

壹、 個人簡介 

姚老師畢業於中原大學化學系博士班。

2007 年至日本京都大學再生醫科學研究所擔

任研究學者，拓展國際專業視野。2008 年轉

任至本校擔任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教

授及中醫學系合聘教授，而後曾接任生物科

技發展育成中心主任、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系主任及

產學合作處產學長。現為生醫工程研發中心主任、醫學工程與

復健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主任、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姚老師專業領域、專長為生物醫學工程、生醫材料、組

織工程、再生醫學、奈米材料、儀器分析、放射診斷儀器。 

貳、 具體事蹟與成效 

一、 「教學」具體事蹟與成效 

姚老師主要負責醫放系/所及中醫系碩博士班之專業課程

及生物醫學工程學分學程部份課程教學，除進行完整課程大綱

內容與進度規劃外，更進行相關數位教材編輯。他自認上課方

式及成效能為大多數學生所肯定，除了詳細說明課程大綱、進

度內容及評分標準外，課前更事先提供學生講義進行預習，上

課時採取數位教材輔助教學，讓學生能更進入學習情境，同時

亦用心培訓教學助理(TA) 強化課後輔導，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現指導中醫系博士班、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生物醫學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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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放射科學學系大學部/碩士班進行專題研究。曾指導中醫系博

班生參加 2016 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創意競賽獲得優等獎；醫

放 系 碩 班 生 參 加 RANC-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adioanalytical and Nuclear Chemistry 獲得 Best Poster Award；

並於 101、102、103、105 學年度指導大學部學生執行國科會大

專生計畫。 

二、 「關懷與輔導學生」具體事蹟與成效 

姚老師具有二十年的教學資歷，於 99 年接掌系主任，積極

推動系務，於 102 年成立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碩士班，

以「培育具國際觀之生醫影像及放射科學高級研究人才與師資」

為教育目標。為拓展學生專業及國際視野，促使學生與職涯接

軌，推動校院合作計劃，提供 4~6 個名額給學生於 2 月份至新

加坡中央醫院實習(相關經費有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每年均有

新加坡醫療保健人力部與多家醫院人事主管至本系徵才，去年

有 5 位學生獲得聘任，今年獲聘者達 8 位。主任卸任後，擔任

醫放系導師，定期安排導師時間，瞭解學生課業學習及日常生

活的情形，並針對預警學生加強輔導。協助醫放系畢業生進行

國考複習，近三年國考及格率達 89.9~95%，碩博班畢業生畢業

後能順利進入職場。 

三、 「研究」具體事蹟與成效 

姚老師近幾年之研究發展之方向主要為 1.生醫骨科替代材

料之研製與開發方面；2.中藥對骨細胞活性之影響及應用於骨

科替代材料可行性評估方面；3.人工敷料之研製與評估方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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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膠原蛋白於組織工程之應用與評估等；5.凝膠劑量評估。

2012 年至今共發表 53 篇 SCI(EI)期刊論文，其中 33 篇為第一/

通訊作者，研究表現指數(RPI)：99.4 分。5 年內國內外研討會

論文 20 篇、技術轉移 1 件、專利 5 件，專題研究計畫 23 件，

其中包含科技部 3 年期計畫 5 件、科技部小產學計畫 4 件、校

內計畫 7 件、產學合作 4 件，、大專生計畫 3 件。於 2016 獲得

財團法人李昭仁教授生醫工程發展基金會生醫工程獎。 

四、 「校務服務」具體事蹟與成效 

姚老師於於 103 至 106 學年度擔任產學合作處產學長，共

執行 2 件教育部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及 1 件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計畫，主要輔導師生創業、提供新創公司市場媒合與中小企

業進行技術應用與市場推動。任職期間協助多件產學合作案開

發、技術轉移及衍生公司的成立。姚老師同時擔任多項校內職

務，包括：系課程委員、系教評委員、院課程委員、院教評委

員、院務會議代表、校教務會議委員、校教評會委員、校內生

物實驗安全委員會審議小組、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研部顧

問、生物醫學工程學分學程委員會委員、HIWIN-CMU 聯合研

發中心副主任。104 年成立生醫材料創業研究發展中心並擔任

主任一職，促使中心在符合 ISO 17025 管理系統下，提供新品

開發試驗的服務，以協助產業界朋友的競爭力，於 107 年取得

FDA 實驗室認證。在校外服務方面，則擔任多項 SCI 期刊 Paper 

Reviewer 及 Editor (Biomaterials, Journal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Research, Macromolecul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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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and Communication, eCM,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 Macromolecular Bioscience, Biomacromolecules…等)、經濟部

技術處生技製藥領域召集人、國科會生物處醫工學門複審委員、

科學工業園區固本精進研究計畫審查委員、中華民國生物醫學

工程學會理事、考選部典試委員、主導性計畫專業審查會委員、

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主審、生醫材料及藥

物制放學會理事、中華智慧與節能材料學會常務理事、十大傑

出青年基金十傑公益講座講師。 

參、 結語 

姚老師感謝全校師生的厚愛與支持，未來將秉持作育英才

的理念，精進教學技能，提升教學之品質，盡心為社會培養未

來的專業人才。在推展系所及學校之相關教學及行政業務上，

將積極負責並全力配合，與系所或中心同事保持良好互動與合

作關係。研究發展方面，因他在生醫骨科替代材料之研製與開

發方面、中藥對骨細胞活性之影響及應用於骨科替代材料可行

性評估方面、人工敷料之研製與評估方面及奈米膠原蛋白於組

織工程之應用與評估等領域有多年的研究經驗，亦期許未來能

有更佳之研發成果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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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教授級）傑出教授得獎人】  

壹、 個人簡介 

曾雅玲老師為本校護理學系第七屆第一名

畢業校友，1990 年於國立台灣大學護理學研

究所取得碩士後即返回母校服務，之後亦於台

大護理所取得博士學位。任職期間，為拓展其

國際暨專業視野，並提升教學研究能力，曾於

2005-2006年間至美國伊利諾大學 -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護理學院擔任訪問學者，接受半年研究訓練。

目前曾老師為護理學系教授兼健康照護學院副院長，亦兼任附

設醫院護理部顧問。曾老師對教學研究工作具有高度熱忱，其

研究及學術性論述皆緊扣著臨床護理或護理教育，成果可實際

應用於護理實務及教學。她特別著重推陳創新，如致力結合研

究開發新課程與教材，亦極重視學生能力之培育，引導學生鏈

結知識與應用，以能成為銜接臨床之優質護理人才。其研究尤

其聚焦於婦女健康，以及護理教育中的性別，並朝向研發、解

決問題，以提升臨床照護與教學品質發展。在輔導層面，曾老

師以護理所強調的”關愛(caring)”素養作為輔導學生的核心

概念。除提供關心、了解、陪伴的情感面，亦包括資源供給、

協助問題解決、幫助學生成長與發展的理性層面。此外，曾老

師對校內外服務亦充滿熱忱，於擔任護理系系主任期間除達成

各項辦學指標外，更積極激勵師生發揮潛能，以持續提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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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辦學品質及競爭力。她亦對專業服務不遺餘力，如擔任國際

榮譽護理學會中華民國分會常務理事，護理學會公會理監事、

編輯、研究等委員，更多次爭取於本校主辦全國性論文發表會

及研習會、受聘擔任大學、科大及護理機構評鑑委員，考選部

出題審題與典試委員，除致力於護理專業發展，並爭取校外資

源，提升本校能見度。她也同時重視身為知識份子及大學老師

的社會責任，積極參與社區推廣教育、產學合作與社會服務。 

貳、 具體事蹟與成效 

一、 「教學」具體事蹟與成效 

曾老師除於105 年度之教學評估原始排名為全校第一之外，

亦屢獲教學彈性薪資獎勵。她有數篇學術論文被列為國考用書

參考文獻，數篇為2014 華藝資料庫熱門下載前幾名，其中一篇

被選為護理人員在職教育通訊教材(執業人數約14萬)。她十分

注重將研究成果融入教學及創新教學教法，如採用PBL、翻轉

教學；並積極開發新教材，如首創護生實習性騷擾防治數位學

習平台、設計專業技能稽核表，亦用心培訓教學助理(TA) 強化

課後輔導(其指導的TA多次獲優等及特優獎)，以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而其結合研究發展之性別與健康照護課程，更率護理教

師於大學部開性平課程之先河。另外在培育學生學術能力方面，

她所指導的學生除連續二年(104、105 年度)獲科技部大專生研

究創作獎(為本校連續獲得該獎項的教師及學系)外，105年度所

指導的碩士生亦將論文發表於護理學門排名第一之期刊，博士

生則發表於前10%，IF >5 之期刊。曾老師亦曾獲健康照護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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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級教學優良教師、99 及105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績優人員獎。 

二、 「關懷與輔導學生」具體事蹟與成效 

曾老師具有二十餘年的導師資歷，接掌系務後亦任主任導

師(輔導雙主修生，已畢業5 位，其中4 位取得護理師證照)。卸

任主任後，即擔任北港二技導師。因用心輔導學生，曾獲本校

優良導師及校級績優導師(以全方位學生輔導，及創新輔導巧思

獲獎)。為拓展學生專業及國際視野，曾於100 年度帶領14 位學

生至美國見實習一個月。她亦非常重視潛在課程，如支持每年

寒暑假出隊的護理服務隊爭取外部(包括教育、衛福部、扶輪社)

經費，並與甘霖基金會合作，鼓勵護理系學生定期至社區日照

中心服務。五年內參與服務隊學生逾150 名，服務弱勢孩童與

老人數百人。為促使學生與職涯接軌，而推動校院合作計劃，

協助清寒學生結合專業、打工與課後臨床服務學習，截至目前

受惠學生共37 人。此外，更建立畢業生至附醫就業元年關懷輔

導制度，有效幫助學生度過艱難的工作適應期。亦積極為校院

留才，留任附醫學生由上任前的5 人，至105 學年度19 人(佔就

業人數42％)。 

三、 「研究」具體事蹟與成效 

5 年內發表18 篇學術論文，其中12 篇發表於SCI/SSCI 期

刊，10 篇為第一/通訊作者。4 篇刊登於前10%，2 篇前20%的

國際期刊。有2 篇為護理學門排名第一的SCI/SSCI 期刊，一篇

為排名前10%，且IF 大於5 的期刊。5 年獲研究及產學計畫案

16 件，曾連續三年獲科技部性別科技計畫補助。於2009 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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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獲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護理研究成果競賽優良

獎。105 年受亞太護理教育國際會議之邀主持”Innovation in 

Nursing Education Plenary Session”，106 年則受邀至日本Bunkyo 

Gakuin University 擔任Joint Forum 之 keynote speaker，推廣本

校專業特色，介紹中醫護理之教育實務與研究。 

四、 「校務服務」具體事蹟與成效 

曾老師於 100 至 105 學年度擔任護理學系系主任，任期內

除擴展學系規模(含增加師生人數、招收國際生、成立跨領域長

期照護碩士專班)，通過多項評鑑外，學士班註冊率、考照及就

業率皆維持在 90%以上(105 年度考照率 96.36%)，碩士班則為

百分之百。此外，她更致力於提升護理系的教育品質與競爭力。

例如其上任時系上尚有 2 位講師，亦無教授。卸任時已有 3 位

教授，講師皆升等為助理教授。另有 80%以上的教師獲得與教

學相關的獎勵、連續五年皆由系上教師取得校級績優導師第一

名的殊榮。任內更帶領護理系首度進入世界大學護理學門學科

學術排名 37 名(2017ARWU)。在其他校務方面，她亦曾參與本

校倫理中心建置計畫，並擔任 IRB 委員多年，曾任教卓計畫召

集人及委員，最近亦參與高教深耕主冊附冊計畫撰寫。除校務

外，她亦極重視社會責任，如積極規劃並參與推廣教育和產學

合作，任內護理系的推廣教育及產學合作案皆大幅成長。她更

協同志同道合的同仁共同創辦全國第一家由護理系教師主持的

衍生新創公司，結合護理專業與社會服務，提升照護品質及市

民就業率。因專業能力與服務績效受到認可，亦被推薦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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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學會菁英資料庫、台灣國家婦女館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

之專家學者。 

參、 結語 

曾老師極重視大學教師的每項任務，對每個面向皆全力以

赴。她將獲獎歸功於 上帝的恩典，以及家人的支持。她很感謝

學校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教學與學習平台，更對長官、同事、學

生的支持與相挺，心懷感激，”因為深知，有您們才能成就所

有”，她語重心長的為得獎下了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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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教授級）傑出教授得獎人】  

壹、 個人簡介 

蔡崇豪老師(Chon-Haw Tsai)畢業於中國醫

藥大學醫學系，長庚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博士，澳洲 Royal Adelaide Hospital 神經科動

作障礙研究員(師事 Philip D Thompson 教授，

為前國際動作障礙學會理事長)。曾任林口長

庚神經科主治醫師(1989-2000)及長庚醫學院副教授(1995-2000)。

自 2000 年至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任職，現任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神經部主任及醫學系教授。在研究方面，多年來蔡老

師及其團隊專門研究動作障礙疾病和巴金森病，由早期台灣首

篇年輕型巴金森病的論文到最近巴金森病腦深部刺激與肌躍症

病理生理學的研究。多年來除了對很多病患實質上的幫助外，

其 成 果 亦 發 表 於 著 名 的 國 際 期 刊 如 Neurology, Movement 

Disorders, Experimental Neurology,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Brain

等。其領導的實驗室團隊曾被 Sleep Bulletin 評選為 International 

Spotlight。除了研究外蔡老師亦戮力於將研究與臨床醫學知識

結合，主導神經部臨床教學推動，第一線實際參與教學、評量

及輔導工作、並循序漸進的引導學生學習。在醫學的教育上特

別注意學生與住院醫師的學習態度、思考的邏輯與理學檢查的

技巧，深受學生喜愛肯定，曾獲學校院級優良教師與兩屆金蘋

果獎，多次附醫優良臨床教師獎及 2015 年臨床醫學教育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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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此外蔡老師亦曾擔任附設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及

首任教學部主任，期間與林嘉德醫師(現為中國附醫教學副院長、

醫學系主任)統籌規劃醫院各級醫師、實習醫學生教學方針、醫

院各科部的教學推動人制度及雙向回饋系統，其成效獲得醫策

會高度肯定。此外他為現任(2017 年起)國際巴金森與動作障礙

學會亞太區執行理事及台灣動作障礙學會理事長，代表台灣參

與國際學術會務運作及領導台灣此領域之發展，貢獻甚多。蔡

老師秉持基督愛與服務的精神提攜後進不遺餘力。其於醫學教

育所建立之制度與風範對年輕醫師、醫學生影響深遠！ 

貳、 具體事蹟與成效 

一、 「教學」具體事蹟與成效 

協助附醫神經部推動臨床教學，第一線實際參與教學、評

量及輔導工作：戮力於將基礎及臨床醫學知能結合，並循序漸

進的引導學生學習。在醫學生的教育上特別注意學生與住院醫

師的學習態度、思考的邏輯與理學檢查的技巧，期間深受學生

喜愛肯定，並獲選多屆優良主治醫師。曾擔任醫學教育委員會

主任委員及教學部主任，期間統籌規劃醫院各級醫師、實習醫

學生教學方針，其成效獲得醫策會高度肯定。此外曾獲學校兩

次金蘋果獎，及 2015 臨床醫學教育貢獻獎對神經醫學的紮根

與傳承著墨甚深。 

二、 「關懷與輔導學生」具體事蹟與成效 

關懷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幫助學習遭遇困境之住院醫

師及醫學生度過學習與心靈艱難，順利完訓。提攜後進不遺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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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神經部先後有呂明桂醫師獲得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博士、楊

玉婉醫師獲得台大微生物免疫研究所碩士、陳睿正醫師獲得英

國倫敦大學博士、許怡婷醫師現攻讀中研院轉譯醫學博士、黃

匯淳醫師攻讀醫學院醫學研究所博士。其於醫學教育所建立之

制度與風範對年輕醫師、醫學生影響深遠! 蔡老師勉勵年輕醫

師保持樂觀，信心。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

確據」，多堅持一下下，困難就能越過去。對於剛或即將進入神

經學領域的年輕醫師，他說「其實醫生一輩子都在學的一個字

就是’斷’」。他期許年輕醫師們，除了要有敏銳的觀察力，更要

仔細凝聽病人的闡述。這些均有助疾病的診「斷」與治療的決

「斷」，也才有機會「斷」開病患甚或自己的桎梏。 

三、 「研究」具體事蹟與成效 

2000 年，蔡老師遷居台中，結束在長庚的服務，進入中國

附醫神經部，開始為動作障礙的病人成立相關部門，提供專屬

的臨床服務。並於 2003 年在蔡長海董事長與林正介前院長支持

下設立「神經醫學實驗室」，帶領年輕醫師透過神經電生理學服

務病人、進行疾病診斷與機制的探討，包括：留德取得博士學

位的呂明桂醫師、留英取得博士學位的陳睿正醫師，以及分別

專精於舞蹈症、神經認知、巴金森步態問題的許怡婷、楊玉婉、

黃匯淳三位醫師均陸續加入團隊。神經醫學實驗室的核心技術

包括以高頻經顱磁刺激(rTMS)及經顱直流電刺激(tDCS)探討動

作障礙病患腦部的神經可塑性並尋求改善臨床症狀之可能性、

以動作關聯皮質電位探討動作障礙病患的病理機制、以回溯性



26 
 

平均(Backaverage)電生理記錄診斷肌躍症病患、病患步態與平

衡分析、顫抖症電生理記錄與訊號分析。這些較獨特的技術對

動作障礙疾病的診斷與機制的瞭解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走

進「神經醫學實驗室」，工作同仁親切的笑容讓人倍感溫馨；而

種種昂貴的電磁檢測儀器及環境設施有如銅牆鐵壁，更看得出

醫院對醫療服務與研究的重視。巴金森病人的整體醫療服務範

圍很廣，不僅僅在藥物治療，更包含許多生活上、心靈層面的

協助，因此，實驗室的服務是隨時 on call 的，病人有問題隨時

可以來電詢問，實驗室會竭盡所能給予解答或協助。在蔡老師

動作障礙門診中，約有三分之二是巴金森患者；追蹤最久的病

人已經 17 年，有的病患至今病情仍控制良好。部分病人在藥物

治療數年後，可能會面臨藥效大幅縮短、不預期的開關現象或

無法以藥物有效控制的劇烈顫抖。這些病患若經神經科醫師盡

其所能的處置仍無法改善則需考慮做進一步的治療。其中的選

項之一乃是「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深腦刺激術」治療。

此時，動作障礙特別門診的 DBS 團隊便會啟動整體評估的 SOP，

包括神經內外科醫師、心理師、個案管理師等，從各個面向為

病人進行評估；條件符合的病人則會在與病人及家屬充分溝通

後進行功能性手術。從 2004 年至今，已有 98 位病友接受 DBS

治療。在本團隊最近發表於 Neurological Science 的追蹤報告中

顯示，接受治療的患者在停藥與開電的狀態下，其平均動作改

善幅度，六個月時約有 31%，12 個月後更可提升到 37~38%；憂

鬱量表的表現也有進步；病人感受到生活品質確實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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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老師發表文獻逾百篇，其團隊論文於 2017 年台灣動作障礙年

會獲金銀獎。其研究於瞭解基底核之功能異常與疾病之關聯、

深腦刺激術治療巴金森病貢獻甚多。 

四、 「校務服務」具體事蹟與成效 

擔任神經部主任，主導神經醫學訓練，住院醫師專科通過

率近五年 100%。神經部為實習醫學生最喜歡的臨床科部之一。.

現任(2017 年起)國際巴金森與動作障礙學會亞太區執行理事及

台灣動作障礙學會理事長，代表台灣參與國際學術會務運作及

領導台灣此領域之發展並籌劃 2018 年台灣國際巴金森與動作

障礙會議，影響力深遠，為校院及國家爭光。 

參、 結語 

蔡老師一路走來要感謝的很多，特別是上帝與家人的愛是

一個湧流不息的泉源與堅固的後盾。願盡其所能投注於神經醫

學臨床教育、研究及服務。於同儕與學生中做光做鹽幫助他人。

積極參與巴金森與動作障礙專業領域之國際學會學術及行政事

務運作，為學校醫院及台灣盡棉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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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組】傑出教授得獎人 

 

健康照護學院 李國箴 副教授 

中醫學院   張東廸 副教授 

中醫學院   顏宏融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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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副教授級）傑出教授得獎人】  

壹、 個人簡介 

李國箴老師 100 年畢業於國立陽明大學

護理研究所博士班，隨後便進入本校護理學

系服務。專業領域為癌症護理、安寧療護和

OSCE 教學。過去從事臨床護理師工作 12 年。

並擔任臨床實習指導教師 3 年。 

貳、 具體事蹟與成效 

一、 「教學」具體事蹟與成效 

李老師每學年平均授課學分為 20-22 學分，103 到 105 學

年度的校內教學評估分數排名在全校教師前 10%以內。設計課

程多樣化且符合臨床需求，規劃護理系的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

(OSCE)，幫助護理系的教學與臨床實務能緊密結合，積極推動模

擬 情 境 (stimulated based learning) 和 邏 輯 推 論 教 學 (clinical 

reasoning)於課程中，以提升教學品質。因此，在 103 學年度獲

得「校級教學績優與創新教學獎」，104 學年度獲得 「院級傑出

教授」，並於 101、102、103 和 105 學年度 4 年獲得「校級優良

教材」的肯定。 

二、 「關懷與輔導學生」具體事蹟與成效 

李老師與學生的互動良好，能盡力解決學生的困難。輔導

理念為站在學生的角度，共同解決困難。為弱勢的學生設計出

「臨床服務學習計劃」，讓學生在課後結合護理專業的工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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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緩解附設醫院的護理人力荒，達到學生、學校和醫院三贏的

局面。於 102 學年度當選校級「績優導師」的殊榮，且於 103-

105 學年度，每一個學年度指導教學助理學生均獲得教學助理

競賽團體組優等獎。 

三、 「研究」具體事蹟與成效 

李老師在本校服務 6 年期間，以本校名義發表在 SCI 期刊

共計有 11 篇，其中 55%的文章是在護理領域前 10%的雜誌上。

104 年和 105 年期間，出版 2 本護理專書。同時，近 5 年獲得

1 年及 3 年長期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2 件，每年均拿到校內

計劃補助，共計約 550 萬元。 

李老師也積極參與產學合作，105 年創立本校衍生新創公

司-凱寧達康 (caring.com) 股份有限公司，並將設計課程技術轉

移至該公司，目前擔任凱寧達康總監。並於 106 年度獲得經濟

部創業概念海選績優廠商獎項。此外，與國內知名電腦廠商研

華公司進行「智慧病房系統優化評估試驗」產學合作案，提升

本校附設醫院的護理工作效能。 

四、 「校務服務」具體事蹟與成效 

李老師積極參與校內外服務工作，校內積極參與校方與系

上的服務工作，負責本系教學研發主委，協助招生、規劃課程

和提升教學品質等工作。此外擔任推廣中心多種課程的授課老

師(樂齡大學、大陸參訪團、月子管理師課程等)，協助學校的推

廣教育發展。李老師主導和規劃月子管理師和照顧服務員課程

已經多年，每年為學校增加百萬收益。在校外，李老師是「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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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腫瘤護理學會」的研究委員會委員，協助台灣腫瘤護理的研

究發展。並擔任多個護理學校和專業團體的審稿委員與專家諮

詢。 

參、 結語 

「盡本份、講效率、能執行」是李老師的工作原則；「能創

新、常思考、看趨勢」是她不斷努力的方向，也是對自己未來

發展最重要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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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副教授級）傑出教授得獎人】  

壹、 個人簡介 

張東廸老師畢業於本校藥學系第二十四屆

及學士後中醫學系第九屆，並分別取得本校中

國藥學碩士與中醫所博士學位，早期從擔任中

醫系助教後轉往藥廠擔任中藥之研究開發，了

解中醫藥產業之生態，之後回到母校完成住院

醫師、總醫師及主治醫師訓練，並兼學士後中醫學系主任、中

醫學院內科學科主任、中獸醫碩士學位學程首任主任及兼任附

設醫院中醫兒科主任，數度獲得優良住院醫師與優良主治醫師，

兩度獲選附醫「ELITE PHYSICIAN」。主要教授艱深不易懂的

古典中醫學門「傷寒學」與負責臨床中醫兒科學之教授。研究

方向是將古典中醫醫經理論結合實驗探討中醫之現代應用、電

腦輔助藥物設計及探討傳統中醫藥理論之重構。未來仍秉一貫

學校基礎教育與醫院臨床教育並重，培育新一代中醫師。 

貳、 具體事蹟與成效 

一、 「教學」具體事蹟與成效 

講授中醫古典醫書最重要的課程之一，古籍文字艱深，盡

量採圖文並茂方式改善純古文之學習，學生反應良好，開學前

會上傳與課程相關論文，請學生預讀，彌補課堂時間不足之學

習。中醫兒科課程規劃，含 PBL、混成翻轉教學、大堂授課與

實習課，並以碩士論文精神讓學生完成報告，以引導學生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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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為目標。身為中醫學院 PBL 推動人，負責 Tutor 之訓練、

並積極撰寫與審查 PBL 教案供高品質之教案學習。中醫以門診

為主，要兼顧門診與教學實屬不易，張老師在附設醫院開立教

學門診，限診人數之下，讓學生坐上主治醫師位置，實際看診，

老師則在旁邊觀察，Real-Time 紀錄學生之看診過程，用照片記

錄學生重要技能之優缺，看診完即刻與學生討論其過程與回饋。

學生學習上不足，主動安排校外專業人才專題演講。每年會協

同老師，於假日帶領學生到戶外學習「藥用植物」，補強草藥學

習之不足，並建立同學與師生情誼。帶領學生到國外參訪學習，

增加學生之知識與國際視野。帶領大學部學生參加國際會議，

並為他們爭取經費與上台報告機會。 

二、 「關懷與輔導學生」具體事蹟與成效 

利用課餘時間向學生傳承當醫師與學習中醫之「技能、知

識與態度」等生涯規劃。從一年級灌輸醫德與醫術與人文素養

才能使工作轉為志業。也同時建立 line 群組與學生互動並舉辦

小組導生聚一學期約 7 次，確實做師生溝通。主動解決突遭變

故學生之生活困窘。學生欲往國外發展而受挫，輔導並協助其

取得資格，順利考上加州針灸師執照。外籍學生在本系是最弱

勢的一群，自掏腰包請所有外籍生餐敘，並了解學生困難。主

動介紹外籍畢業生在台就業。兼實習委員會主委，安排中醫學

院之實習外，並積極訪視學生，與實習單位溝通學生學習成效

與關懷生活狀況。 

三、 「研究」具體事蹟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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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中英文論文 46 篇，其中兩篇氣喘之 SCI 論文獲臨床過

敏免疫最佳的期刊(J Allergy Clin Immunol)內一篇 REVIEW 

ARTICLE 引用，在台灣相關之中醫學系，本校是居領先。中藥

藥效成分開發，透過電腦輔助藥物設計，經由中藥資料庫篩選

小分子中藥成份，並透過相關資料庫，獲得疾病相關關鍵受體

或作用物質分子結構，經對接或分子模擬，篩選出可能有潛力

進入新藥開發之有用中藥成份。中醫理論相關研究，探討大腸

癌患者手術前後脈象變化的觀察，比較大腸癌患者手術前後脈

象的差異，並探討大腸在左右寸關尺的定位，對中醫診斷高度

價值。《黃帝內經》五運六氣學說與臺灣近二十餘年內氣象變化

及禽畜疫情相關性探討，五運六氣的理論出自於中醫經典之作

-《黃帝內經》，藉由統計分析中央氣象局在全臺共 23 個氣象站，

27 年的氣候變化，探討運氣學說在台灣預測疾病之可行性對中

醫經典與實驗結合之實證貢獻良多。 

四、 「校務服務」具體事蹟與成效 

2014.8.1-2017.7.31 間，兼任系主任，推動校務與系務之事

務。兼任中醫內科學科主任，總理中醫學院共 23 門課之排課與

師資之安排。主導聯繫系友成立 31 年來未成立之系友會以協助

校務、系務及學生事務之推動，為台灣中醫注入一重要團體。

協助本系招生推動，並於任內加入 MMI 面談機制。 參與在中

國醫藥大學招開「全國中醫醫學校院會議」之推動，為能讓台

灣中醫用、訓、教、考的走向和制度與時俱進。中醫學生畢業

後的教育訓練，以「中醫負責醫師訓練」最為重要，為政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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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張老師為本校之負責計畫主持人，於 2010-2017 年間共為

體系爭取得國家 14,689,660 元台幣之教育經費，培育中醫師不

遺餘力。參與編寫教科書，編撰之「臨床推理」一書，協助所

有臨床醫療人員與學生之學習推理能力，獲得熱烈迴響。除此，

參與學校教學意見調查品質提升委員、專業課程委員會委員及

多次兼考試院之學科考試召集人，為教學品質推動與把關及為

國家掄才。一本教師進入社會積極貢獻社會之職責，參與台中

市中醫師公會常務監事與兩任理事、世界中醫學會聯合會兒科

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已協助推展世界中醫兒科長達 9 年，以及

兼中華民國中醫兒科醫學會副理事長、中華民國中西醫整合醫

學會常務理事、台灣中醫研精醫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醫藥大學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友會創會會員兼常務理事、台灣中醫藥品質

醫學會常務理事與台灣中醫診斷學會理事，無論校內與校外，

社會與國家，張老師積極參與校內外之重要教育建設，善盡教

授之職責。 

參、 結語 

張老師認為：「能成為一位中醫師是天命，能成為中醫師

又是老師更是一種無上幸福的天命」，基於一切所有皆來自十

方之恩典，取之社會，回饋社會，教好我們的學生，便是為社

會最佳之貢獻，張老師秉持父母的家訓，轉愛於教育學生，年

輕一代好，台灣才會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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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副教授級）傑出教授得獎人】  

壹、 個人簡介 

顏宏融老師畢業於本校中醫學系、畢

業後在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完成長庚兒童

醫院的西醫小兒科專科訓練與中醫部的

中醫婦兒科住院醫師訓練。升等主治醫師

後在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進修時，獲

得教育部獎助赴國外頂尖大學研修獎學金與國科會千里馬計畫

專案擴增留學獎學金，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免疫學科進修，

完成博士學業。於 102 年 09 月 1 日到任本校中醫學系，同時擔

任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藥研究中心醫師科學家，結合基

礎與臨床研究，協助本校附設醫院中醫部推動研究工作，並協

助本校撰寫申請獲得教育部頂尖中醫藥研究中心計畫補助，期

間歷任中醫暨針灸研究中心副主任、中草藥研究中心副主任，

並自 106 年 02 月起同時兼任中草藥研究中心主任與教育部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頂尖中醫藥研究中心主任。臨床上也擔任本校

附設醫院中醫兒科主任，並擔任台灣中醫兒科暨青少年科醫學

會理事長，《康健》雜誌「中醫就醫指南」專文採訪讚譽為「融

會中西醫，當孩子的家庭醫師」的醫師。 

貳、 具體事蹟與成效 

一、 「教學」具體事蹟與成效 

在教學上，顏老師在課程內容提出創新教學，包括在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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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醫學英文、中西醫結合兒科學課程，使用翻轉課堂

教學，在 103 學年下學期起陸續使用混成式學習，結合面對面

授課與主動學習教室的方式，進行翻轉課堂教學。同時，顏老

師主持「中醫臨床英文專業教師社群」，獲得 105 年度優等。顏

老師負責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第一門中醫磨課師課程「生活

中的中醫養生智慧」，整合中國醫藥大學中醫藥資源、數位學習、

教學設計師、智財權團隊，運用線上行動學習、社群網站討論

區、面對面授課與主動學習教室的方式，循序漸進地介紹中醫

養生學的基本知識，並與日常生活應用結合，為本校第一門中

醫磨課師課程，對於推動中醫藥教育有其重要意義，並獲得教

育部核定為 105 年度全國僅有的 30 幾件補助案之一(本校唯一

一件) 。106 年度並推出英文字幕版本，推廣吸引更多國際學生

選修，在國際上推廣中醫，並結合本校推廣中心實體課程開課，

結合面對面與線上課程，推廣中醫養生。顏老師在傳統的中醫

藥臨床課程也提出創新教學，引進建立中醫 OSCE 在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部全面實施，提升中醫實習醫學生與住院醫

師的臨床技能教學。 

二、 「關懷與輔導學生」具體事蹟與成效 

顏宏融老師自到校服務後，已經連續第五年擔任中醫學系

雙主修學生(甲班)的導師，輔導中醫系八年級即將畢業的學生

在實習這一年的學習與生活輔導，同時給予生涯規劃的建議。

同時在附設醫院擔任教學推動人，輔導關懷中醫學系與學士後

中醫學系到附設醫院實習的中醫醫學生的學習，與學生導生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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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學生學習。對於學生畢業後選擇臨床科別與中醫或西醫住

院醫師訓練與執業，給與學生適合的建議。顏老師同時也輔導

與指導學生研究，以及研究生論文指導工作，除了附設醫院的

中醫住院醫師以外，目前也已經指導數名研究生畢業並指導大

學部專題生通過科技部計畫。 

三、 「研究」具體事蹟與成效 

顏老師研究主軸包括「中醫藥實證研究」與「免疫調控研

究」兩方面。一方面藉由基礎免疫調控機轉的研究拓展到臨床

中醫藥免疫治療應用，一方面分階段進行中醫藥實證研究，推

動以基礎研究支持的中醫藥轉譯臨床研究，藉由細胞與分子免

疫學的基礎研究支持臨床中醫藥臨床研究。自 102 年到任以後，

4 年來已經發表國際期刊論文超過 40 篇。其研究獲得國家衛生

研究院四年期研究發展計畫補助，為歷年來唯一一位中醫師身

份獲得補助研究學者，105 年在中醫藥學門獲得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傑出學者養成三年期補助計畫，同時自 104 年起，連續

四年獲得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研究計畫，分別執行慢性腎臟病、

糖尿病腎病、兒童異位性皮膚炎、兒童過敏性鼻炎中西醫合作

照護，進行中醫藥實證研究與免疫調控研究。顏宏融老師並於

104 年接受康健雜誌 204 期以「新世代中醫」為主題專訪(專訪

標題為「顏宏融：把中醫從另類療法變主流」)，同年 11 月並接

受英國 RCHM 雜誌總編輯越洋電話專訪報導中醫藥研究。目前

也擔任國際期刊 Editorial Board，包括 Complementary Therapies 

in Medicine、Integrative Cancer Therapies、Journal of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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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eutics and Clinical Pharmacology 等。 

四、 「校務服務」具體事蹟與成效 

顏老師擔任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醫藥研究中心主任，

同時兼任中草藥研究中心主任與擔任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

醫藥研究中心醫師科學家，協助本校附設醫院中醫部推動研究

工作。在中醫學系、校內擔任系務與校務服務工作。擔任科技

部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新進人員專題研究計畫複審委員、補助

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複審委員、中醫藥學門專題

研究計畫複審委員、考選部常設題庫小組委員、衛生福利部健

全中醫師臨床訓練制度中醫負責醫師訓練計畫專家委員與實地

訪查委員、同時也擔任台灣中醫兒童暨青少年醫學會理事長，

服務中醫界，並兩次獲得中醫師公會全聯會會務貢獻獎。 

參、 結語 

顏老師在中醫藥相關教學、輔導、研究、服務方面盡心盡

力，協助本校中醫藥推動與發展，足堪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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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組】傑出教授得獎人 

 

醫學院  張綺芬 助理教授 

醫學院  彭馨蕾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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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助理教授級）傑出教授得人】  

壹、 個人簡介 

張綺芬老師畢業於台灣大學醫學院解剖

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於 2012 年 10 月進

入本校醫學系解剖學科任教至今。張老師負

責教授醫學系及其相關科系之大體解剖學、

組織學及神經解剖學課程。研究專長:主要是

以活性化合物（如：2-苯基萘、泰洛弗啉生物鹼與蘭科植物分離

所得的生物鹼）為導向，進行抗癌與抗發炎的系列性研究。服

務方面：張老師積極參與系上多項活動；五年內也擔任系、院

及校多項委員會委員職務；亦擔任國際期刊審查人及校內外口

試委員，為所屬研究社群盡一己之力。 

貳、 具體事蹟與成效 

一、 「教學」具體事蹟與成效 

張老師負責教授醫學系及其相關科系之大體解剖學、組織

學及神經解剖學課程，也擔任醫學系「整合課程」骨骼肌肉系

統執行幹事，幫忙教案的審閱。在教材創新上，獲校外教師邀

請參與翻譯「Wheater's 功能性組織學教科書」；也與校內解剖學

科教師合著撰寫教學專書―「實用解剖實習指引（第一版）與（第

二版）」，此著作於 2014 年獲選為本校優良教材「傑出獎」。另

外，為了讓同學能於課前預先瞭解每個解剖單元的學習目標、

重點及如何實際進行大體操刀，張老師也與學科老師實地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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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老師解剖的過程，預錄成「實地解剖教學影帶」，此教材亦獲

得 105 學年度本校優良教材「傑出獎」。另一方面，張老師也利

用暑假期間與系上同仁一起至新加坡大學及南洋理工大學進行

教學參訪，並於 106 學年度實際將「虛擬解剖桌」應用在解剖

課程教學上，獲得同學正面回饋。 

二、 「關懷與輔導學生」具體事蹟與成效 

張老師擔任醫學系生活及生涯導師職務，透過訪談及網路

社群的建立等方式，瞭解並解決學生生活及課業上所面臨的問

題。對於成績不理想或經常性請假的學生，主動適時給予關心

並與家長連繫，透過學校與家庭的連結，增加輔導效能；另外，

張老師也擔任輔導關懷僑生與外籍生委員會委員，輔導並解決

外籍生課業及生活上的問題。再者，張老師也輔導學生參加「教

學助理成果發表競賽」，榮獲團體組「特優獎」。 

三、 「研究」具體事蹟與成效 

張老師主要是以 2-苯基萘、泰洛弗啉生物鹼與蘭科植物分

離之天然物等活性物質為導向，進行抗癌與抗發炎的系列性研

究。其成果發表主要包含：6 篇國際研討會論文及 13 篇國際 SCI

論文（7 篇為第一或通訊作者）；另外，在泰洛弗啉的抗癌研究，

目前已完成美國與台灣專利佈局。在研究獎助方面，多次獲校

內專題研究計畫與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補助。 

四、 「校務服務」具體事蹟與成效 

除教學及研究外，張老師也積極參與系上活動；五年內也

擔任系、院及校多項委員（如：醫學系務會議代表、輔導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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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與外籍生委員、基礎醫學整合課程執行幹事、服務學習課

程委員、醫學系 PBL 專案小組委員、醫學系甄試入學委員、外

籍生申請入學書面審查委員及圖書館選書委員等）。再者，張老

師也擔任校務會議委員、後中監試人員及中醫學系招生面談委

員，協助系、院與校務工作之推行。在校外服務方面，張老師

擔任國際期刊審查人，也擔任校內（外）畢業生學位口試委員，

為所屬研究社群盡一己之力。 

參、 結語 

「教學」是一門「教」的藝術；同時，也是一門可以從學生

的教學意見中「學」習的課程。張老師在過程中會不斷的自我

充實、認真思考、吸取他人的經驗，並透過與學生間的互動及

回饋，適時變化上課教學模式，讓學生達到最佳的學習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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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助理教授級）傑出教授得獎人】  

壹、 個人簡介 

彭老師畢業於長庚大學醫事技術學系放

射組，畢業之後即在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擔任

放射師一職。隨後至清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取得生物醫學工程博士，並分別於美國德州

大學西南醫學中心以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擔

任博士後研究員。2015 年 8 月返台加入中國醫藥大學團隊，目

前於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任教，服務迄今兩年半。彭

馨蕾老師到校服務期間，克盡己職，將熱情融入教學中，積極

輔導畢業班同學國家證照考試準備。目前擔任本校輻射防護委

員會執行祕書一職，希冀能將棉薄之力貢獻於校務發展中。 

貳、 具體事蹟與成效 

一、 「教學」具體事蹟與成效 

彭老師曾經於臨床服務過六年，故將此經驗融入於後來的

學校教材當中，將課本生硬的內容轉換為實際的應用，讓學生

覺得上課可以是有趣的。彭老師所教授的大學部必修課程當中，

如放射診斷技術學及磁振造影學等，其教學評量皆在全校教師

中排名前 5%。課後之餘也為準備國家考試的畢業班同學輔導，

解答同學們對於考古題不熟悉的地方，使得醫放系學生於 2017

年執照考照率為 95%，全國第一。彭老師也積極鼓勵大學部專

題生參與國際研討會，以拓展其國際觀及培養英文能力，所指

導的大學部專題生曾榮獲國際磁振造影學會學生論文獎學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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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榮。 

二、 「關懷與輔導學生」具體事蹟與成效 

彭老師目前為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大三班導師，

於 105 學年度獲選為醫放系績優導師。除了定期班會參與之外，

也會安排導師時間，鼓勵同學們單獨與導師會談，以一對一的

方式讓彼此的互動更親密，也可以更了解同學們的需求。彭老

師也主動出擊關心有需要的同學，如學生受傷時陪同學生前往

醫院就醫，協助同學進行事後平安保險的申請。並關心對於未

來有疑問的同學，與學生剖析就業或升學的優缺點。而同學們

剛從北港上來台中找房子的時候，彭老師也到學生們租屋的地

方去了解同學們的居住環境，讓同學們住的安心。身為醫放系

的老師，系上每一個學生都是我們的孩子，每年暑假彭老師都

會前往各個實習醫院進行實習訪視，了解實習同學們的狀況與

需求，鼓勵少數適應不良的同學，後續持續關懷；用心傾聽醫

院端對校方的建議，以做改善。 

三、 「研究」具體事蹟與成效 

彭老師的研究專長為磁振造影，近五年國際 SCI 期刊共發

表論文 22 篇，其中 10 篇為第一/通訊作者，以及 4 篇 IF>5 之

論文。並將研究精神傳承給學生，積極鼓勵學生申請科技部大

專生計畫，迄今共有四位同學獲得科技部大專生計畫之補助。 

四、 「校務服務」具體事蹟與成效 

彭馨蕾老師到校服務後，即擔任校內輻射防護委員會執行

秘書，協助處理學校輻射安全業務，如環境檢測、輻射人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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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訓練、輻射操作人員健康檢查、放射性廢棄物廢水處理、輻

射源報廢及機器檢測等綜合業務。並配合校務發展，協助「科

技法律碩士學位學程」申請計劃書撰寫，目前「科技法律碩士

學位學程」將於 107 學年度正式招生。此外，彭老師也積極參

與 2016 年及 2017 年大學博覽會招生，因為彭老師本身也為醫

放系畢業的學生，最能夠說出醫放系的好，鼓勵有興趣的學生

一同來加入醫放系的大家庭。 

參、 結語 

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一項任重道遠的目標，

也如同淙淙的澄澈溪水，流動在生與師之間。彭老師期許自己

可以永保一顆謙卑的心，和學生一起成長，一起前進，一起增

進彼此知識的寬度與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