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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史丹佛大學近期發佈「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
榜單（World´s Top 2% Scientists 2020）」，主要
分為「終身科學影響力排行榜（1960 - 2020）」和
「2020 年度科學影響力排行榜」。本校暨醫療體系有
多位學者入榜，充分展現本校師長長期投入學術研究之
深耕成就。

　　該榜單以Scopus資料庫數據為基礎，並使用以下6 
種關鍵指標進行評分，分別為「總引用次數」、「Hirsch 
h-index」、「共同作者修正的 Schreiber Hm-index」、
「單獨作者」、「單獨或者第一作者」，以及「單獨、
第一或者最後作者的文章引用次數」。從近800萬名科
學家中遴選出世界排名前2%的頂尖科學家，涵蓋20個
主學科和176個子領域。

　　本校暨醫療體系共52位學者入榜「終身科學影響力
排行榜（1960 - 2020）」；同時亦有66位學者入榜
「2020年度科學影響力排行榜」，展現出本校在國際
學術上的貢獻與強大的研究量能。

洪明奇校長(左)獲頒2021年度《高被引學者》全球頂尖科學家榮銜。

表1：終身科學影響力排行榜（1960 - 2020）入榜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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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介

侯庭鏞

陳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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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020年度科學影響力排行榜入榜名單

姚任之

鍾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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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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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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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采娟

陳宏基

林以文

蘇冠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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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紹椿

楊春茂

蘇百弘

彭文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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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嘉鴻

林肇堂

山口浩史

賴世偉

陳怡文

陳興忠

高尚德

教育座談交流會場。

考試院長黃榮村與洪明奇校長互
贈紀念品。

考選部長許舒翔與洪明奇校長互贈
紀念品。

　　考試院院長黃榮村
偕考試委員暨考選部長
許舒翔等一行人，2月
22日南下本校與院系
主管暨亞洲大學代表舉
行國家考試與大學教育
座談會，針對國考制度
方式、証照、專技人員
及公職考試等業務進行

互動交流；曾擔中醫大校長的黃榮村院長致詞時，十
分高興看到CMU除了國際排名蒸蒸日上外，還愈來愈
重視大學部教育。

　　考試院長黃榮村教授表示，大學教育是培養各行
各業領導人才、這是Harvard,Ivy League的普遍想法
，Stanford還崇尚學術自由，也是我一向的觀點。

　　國家人力資源之培育，以教育為始，考試院是掌
管學生畢業後的就業，選賢與能、天下為公，嗣經考
選及任用，方能適才適所、學以致用；考選居中樞紐
，當與各環節縝密合作，以發揮考試甄拔衡鑑之效能
與水準，提供質優量足之國家治理與專業創新人才。

　　考選部長許舒翔教授表示，考選部致力於人才招
募的一系列作為，包括：舉辦國家考試與大學教育座

談會、深入校園舉辦國家考試宣導，以更
多元、更接地氣的互動交流，激發人才考
選的創新思維，並鼓勵在校生畢業後職涯
發展，能由參加國家考試　航。

　　本校洪明奇校長致詞時，歡迎考試院
黃榮村院長帶領考試院委員及考選部司長
等首長與本校及姊妹校亞洲大學院系主管
進行意見交流，期待藉由教育端與考選端
共同研謀擘劃及建構切合教育發展、產業
需求及時代趨勢之考選制度，提供質優量
足之國家治理與專業創新之人才。

　　在座談會中，考選部程挽華司長、黃
慶章司長並簡介考選部專技人員及公職考
試現況，與會校院代表對於相關國考証照
等疑義進行討論，互動熱絡。

　　此次國家考試與大學教育座談會在本
校水湳校區卓越2F史丹佛會議室舉行，
與會代表包括，考試院黃榮村院長、吳新興委員、王秀紅委員、伊
萬‧納威委員、羅欣怡院長室主任；考選部許舒翔部長、程挽華司
長、黃慶章司長；本校洪明奇校長、林正介副校長、江宏哲副校長
、郭樹勳副校長；亞洲大學吳聰能副校長、陳大正副校長兼教務長
、吳樺姍院長及院系主管五十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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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首次舉辦的「公共衛
生師」高考放榜，本校公共衛
生學系校友李姿儀榮登榜首，
還有七位畢業校友上榜，喜訊
傳來，全校師生同感與有榮焉
。

　　考選部首次舉辦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公共衛

生師」放榜，共計112人及格，總及格率為7.4%
，到考及格率為9.3%；本校公共衛生學系畢業校友
表現突出，有8位上榜，李姿儀校友榮登考試榜首！

　　本校公共衛生學院院長黃彬芳教授快慰的表示
，李姿儀校友榮登首屆公衛師考試榜首實屬不易，
誠為學弟妹之最佳典範，讓母校與母系與有榮焉！
未來會規劃邀請李姿儀回母校與學弟妹做經驗分享
，為公衛系再創優良的佳績。

培育台灣生醫矽谷的生力軍本校新設「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歡迎青年學子踴躍報考

本校「生物醫學工程學系」鑽石
級的教授陣容。

　　隨著醫療科技的日新月異，大健康產
業人才需求殷切；本校近年來陸續成立了
“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學位學程＂、“醫學
工程與復健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成
效卓著，今年獲教育部同意設立大學部“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招生，以培育生物醫
學與工程跨領域之醫學工程專業人才，歡
迎青年學子踴躍報考，成為未來台灣生醫
矽谷的生力軍。

　　本校醫學工程學院莊曜宇院長表示，
為順應精準健康醫療照護的時代需求，「

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成效卓著
，110年獲教育部同意設立大學部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於今年招收
第一屆新生45名，培育台灣生醫矽
谷的生力軍。

　　醫工系主任許瑞廷教授介紹，「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課程除包含醫用
電子、生物力學、生醫材料、醫學資
訊、醫材與輔具系統傳統醫學工程五
大領域外，更以精準健康醫療為本校
生物醫學工程發展特色。 

林昭庚教授榮登全球前
2%頂尖科學家。

　　本校林昭庚教授之針灸止痛
基礎研究與臨床療效評估成果廣
受世界各國肯定與重視，榮登美
國史丹佛大學近期發布的「全球
前2%頂尖科學家（World´s 
Top 2% Scientists 2020）」
榜單，在中醫針灸研究世界排名

為國舉才 發揮考試甄拔衡鑑之效能為國舉才 發揮考試甄拔衡鑑之效能

醫學工程」已經是
國家發展的重點項
目之一，目前臺灣
健康產業大力發展
醫療器材，目標為
臺灣創造下一個半

導體產業，因此在醫療器材研發及製造產
業等所需醫學工程專業人才需求殷切。

　　本校近十年來陸續成立了“生物醫學
工程碩士學位學程＂及“醫學工程與復健

考試院與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進行教育座談交流

蔡英文總統頒獎表揚榮獲《2022年中醫
醫療奉獻獎》的孫茂峰董事教授。

獻獎」，於13日在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92屆國醫節慶祝大會接受蔡英文總統頒獎表揚。

　　中醫針灸名家孫茂峰教授，畢生致力於針灸醫
療與教學研究，中西醫學的學養功夫紮實深厚，以
一手迅捷精準的「頭皮針」絕藝，成為許多中風、
腦麻患者改善病況的最後希望，台灣邦交國官員都
來求診；2001年，孫茂峰教授就以臨床工作和兩
岸交流的表現，榮獲聯合國世界和平基金會頒贈的
世界名醫獎（World Famous Doctor Award），標
榜他對自然醫學界的貢獻。

　　孫茂峰董事/教授以其精湛的針灸醫術，行醫教
學長達三十年，蜚聲國內外，在擔任中華民國中醫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期間，致力提昇中醫藥品
質，配合國家政策，領導中醫界照顧國人健康，貢
獻良多，榮獲2022年「中醫醫療奉獻獎」殊榮。

　　本校董事孫茂峰
教授以其精湛的針灸
醫術，行醫教學長達
三十年，蜚聲國內外
，並曾榮獲聯合國世
界和平基金會世界名
醫獎；在擔任中華民
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理事長期間，致
力提昇中醫藥品質，
配合國家政策，領導
中醫界照顧國人健康
，貢獻良多，榮獲
022年「中醫醫療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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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華人世界排序第一，堪稱臺灣之光！

　　國際級的中醫針灸大師林昭庚教授，於2018
年獲得Nature雜誌出版集團邀請撰寫編輯「
rimental Acupuncturology」乙書，為全世界目前唯
一一本英文版實驗針灸學之教科書；在臨床研究方
面，於2020年由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官方出版台灣
唯一一本英文版針灸臨床學之教科書-「Atlasof 
Acupuncturology」，作為醫學生之教科書與臨床
使用指引，提升台灣在針灸研究的國際地位。

　　現任中國醫藥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林昭庚教
授畢生投入中醫針灸研究成果豐碩，依據2017年
SCI期刊的論文「Trends in global acupuncture 
public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from 1988 to 2015」之分析，林教
授的針灸研究世界排名第四，由於前三名均非華人
，林昭庚教授為華人世界排序第一。

Ex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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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中醫醫療奉獻獎》 接受蔡總統頒獎表揚 《2022年中醫醫療奉獻獎》 接受蔡總統頒獎表揚

孫茂峰董事榮獲孫茂峰董事榮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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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介副校長期待兩校共同培育大健康產業跨域人才。

　　為培育永續世
代學生之跨領域智
慧創新思維與產業
實作能力，本校與
逢甲大學今年規劃
結合兩校健康照護
學院與商學院互補
優勢，開設跨校永
續智慧創新課程；
24日上午由本校

林正介副校長與逢甲大學邱創乾副校長代表簽訂跨校永續智慧
創新課程合作備忘錄，共同攜手培育大健康產業跨域人才。

　　本校林正介副校長致詞表示，台中水湳經貿園區是以「
智慧、低碳、創新」為開發的願景，目標成為台灣最具前瞻
性及創新性的園區，本校對水湳的規劃除了校區教學活動，
亦規劃興建Bio-Park作為跨領域區域產業合作平台，因此我
們期待培育更多生技醫療大健康跨域人才能留在水湳Bio-Park
就業，共同打造下一個護國神山產業，這次與逢甲商學院的
合作將為兩校大健康跨域人才培育及水湳經貿園區，創造新
的機會。

　　逢甲大學邱創乾副校長表示，過去逢甲在國際學生的通

識課程就有與中醫大合作的經驗，這次特別的是以
「永續智慧創新」議題作為合作的主題，這三個都
是未來人才培育重要的議題，期待我們能透過黑客
松合作累積下來的基礎，引導兩校更多老師加入這
個跨校永續智慧創新協作平台，在永續智慧創新議
題中持續擴展合作面向。

　　本校自2020年主校區搬到臺中水湳經貿園區
後，積極與逢甲大學合作，連續兩年共同舉辦永續
智慧創新黑客松競賽。今年本校與逢甲合作課程將
導入銀髮樂活、健身與寵物產業之企業實務命題。
中醫大黃恆立教務長表示，期待透過共同授課方式
，包括跨校工作坊、跨校分組團隊、企業移地參訪
、健康專業知識、產品服務設計、商業模式等教學
活動，我們可以讓不同領域背景的師生共同交流與
學習，激發創新潛力。

　　本校後續更將結合中亞聯大的資源，邀請亞大
師生一同參與跨校永續智慧創新課程，跨校課程負
責單位CMU I-Lab袁明豪老師說明，未來將結合亞
大設計學院創意產品設計系的跨域協作，讓課程能
同時結合醫療健康、商業管理與產品設計不同專業
，培育具有跨領域知識之永續智慧創新人才。

本校中醫針灸團隊研創
「3D經絡銅人」智慧裝置
榮獲國家專利

林昭庚教授、高尚德館長、李育臣
主任、黃明正主治醫師團隊合影。

　　人體穴位深淺不一，坊
間擺設的中醫針灸經絡穴位
人體模型卻無法真實呈現出
來；中國醫藥大學中醫針灸
團隊在林昭庚講座教授帶領
下，以穴位實際深度循行，
創新設計開發「3D經絡銅
人」智慧裝置，榮獲國家專
利權，目前陳列在英才校區
立夫中醫藥博物館內，歡迎對針灸、十二經絡、奇經
八脈和穴位等中醫藥知識有興趣的民眾前往參觀。

　　榮獲國家專利的「動態三維人體經絡系統」智慧
裝置，在本校中醫針灸團隊林昭庚講座教授主持下，
由立夫中醫藥博物館高尚德館長策劃並邀請附設醫院
針灸科李育臣主任、黃明正主治醫師共同執行，依據
國際級中醫針灸大師林昭庚教授著作《新編彩圖針灸
學》，結合程式、設計與電腦3D技術動畫，在人體
立體解剖模型基礎上，展現十二經脈及奇經八脈的循
行路徑、經絡穴位深度作用及經絡出入流注的變化，
融會中醫經絡學說與現代人體解剖學，結合中西醫學
的創新設計成果，具有時代意義。

　　林昭庚講座教授表示，在坊間擺設的中醫針灸經
絡穴位人體模型，其經脈循行設計，在穴位部份都是
在體表循行劃過，而不是在體內依照穴位實際深度深
淺循行，這與實際的穴位循行不符合，為此，「動態
三維人體經絡系統」智慧裝置（新型專利第
86號），採依實際深度的3D動畫循行，以同身寸長
度的標準設計「3D經絡銅人」，這是我們與其他人
不同的地方。

　　本校中醫針灸團隊的創新專利成果，將有助於台
灣中醫針灸教學、研究與產學應用向前邁進，林昭庚
講座教授期待未來進一步推動中醫經絡系統與人工智
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各方向的結合與應
用，期盼在台灣科技蓬勃發展的環境中，結合針灸學
、現代醫學和現代尖端科技創新，開創中醫藥與針灸
之時代性發展，貢獻醫療健康產業。

洪明奇校長獲邀國防醫學院發表專題演講

期待「軍民一家」展現醫學能量，共同開創光明榮景
。

　　「第48屆國軍軍醫學術研討會」於11月24日
在國防醫學院致德堂舉行，由軍醫局局長陳建同中將
主持，國軍軍醫幹部及軍醫院醫護同仁、國防醫學院
教師及學生代表與會，邀請世界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
洪明奇院士發表專題演講，受到國防醫學院校長查岱
龍少將等軍醫主管們熱情接待，陳局長期待藉由軍民
學術交流與經驗分享，深化軍陣醫學能量。

　　本校研究團隊針對困難癌症開發新穎免疫及標靶
治療技術的進展，帶給癌症患者可被治癒的希望；洪
校長期待日後能與國防醫學院進行跨校、跨領域的研
究合作，展現「軍民一家」的團結軟實力，共同為增
進人類的健康福祉作出新貢獻。

軍醫局局長陳建同中將致贈洪明
奇校長感謝狀。

洪明奇校長與南大台灣校友會校友合影。

　　QS世界大學2021全球排名第
12名、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2021
世界年輕大學排名第一的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於2022年
1月8號上午在國家文官學院會議廳
舉行「台灣校友會會員大會」及「

第四屆會長交接典禮」，會中並邀請中研院院士暨本校洪明奇校
長蒞臨發表專題演講，新任會長由王協友博士接任。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台灣校友會活動由南洋理工大學副校長
連蕭思女士及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王副代表宗翰兩位傑出校
友致賀詞，同時邀請生物醫學界學術泰斗中央研究院院士暨本校
洪明奇校長以「亂世出英雄抗癌抗冠皆精準」專題發表演講。洪
校長為臺灣大學傑出校友獎得主，曾擔任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
症中心基礎研究副校長，乳癌基礎研究中心的教授及研究中心主
任等職務，在醫學研究領域貢獻卓著，在癌症研究領域是權威代
表。

　　台灣各地的南大校友及貴賓們將齊聚一堂，祝賀新任校友會
會長王協友博士暨理事會團隊，王博士為美國國際資訊顯示學會
院士；這次活動獲得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全球聯繫司的贊助。

洪明奇校長與台中女中洪幼齡校
長互贈紀念品。

　　為開啟高中學生對於
科學研究之興趣，本校洪
明奇校長陸續前往各高中
做巡迴演講，12月17日
下午受邀台中女中做專題
演講，洪校長鼓勵青年學
子找到自己喜歡又有興趣

的領域，肯定會在科學研究一路上能闖出屬於自
己的一片天。

　　為培養高中學生的科學夢
，本校洪明奇校長23日下午
受邀到國立斗六高中做專題演
講，分享從事生物醫學研究的
奧秘與樂趣，並鼓勵青年學子
「志向必高方有成」；洪校長

洪明奇校長鼓勵高中同
學志向必高方有成。

　　國防醫學院120週年雙
甲子校慶舉辦「第48屆國軍
軍醫學術研討會」，邀請本校
洪明奇校長以「抗癌抗冠到後
疫情時代的精準治療」為題發
表專題演講，以增進軍民醫學
大學之間的跨校際學術交流，

研究專利產品3P產學共識營追蹤會議合影。

　　大學進行知識技術研究創新再轉化成有價值的產品，能
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此為本校董事會既定政策；在蔡長海
董事長大手筆挹注校院產學合作經費三億元支持下，洪明奇
校長著手規劃「校院醫學轉譯產業應用計畫」正式啟動，以
期激勵學校老師和醫院醫生的研發能動，鄭隆賓執行長鼓勵
各研究團隊共同攜手往目標前進！

　　洪明奇校長在校院研究專利產品( paper、patent、
uct;3P)產學共識營追蹤會議中表示，3P是董事會政策，本
校衍生公司長聖國際生技公司為第一家獨角獸企業，長佳智
能公司於9/14興櫃(為數位醫療的領頭羊），可能為第二家
獨角獸企業，期望本校有1家市值30多億的多角獸企業。

　　洪明奇校長接著說明正式啟動「校院醫學轉譯產業應用
計畫」，同時成立推動小組，今年寒假開始，公開徵求有生

產性發展潛力的研究計畫，著重產學合作應用需要
及實驗設計等，只要有好的想法都可以申請，內容

簡潔扼要限3-5頁，希望未來2-3年學校及衍生企業的產
學研究成果可以面對國際。

　　鄭隆賓執行長在產學共識營追蹤會議中，轉達蔡董事
長對校院提升產學合作發展殷殷期許，董事會、校院目標
均一致，各研究中心要當Leader，速度要快，大家一起
往目標前進，生醫產業只有第一、沒有第二。

　　林正介副校長進一步說明，蔡董事長支持校院產學合
作經費每年3億，還有天使基金10億，在學校和醫院投
入研發資源下，老師還可以申請科技部相關計畫，結合產
業創新研發，校院同仁需要互相了解彼此在做甚麼並共同
合作，老師研發出來的技術要盡快執行，並思考可與哪些
老師組成團隊，以提升創新及競爭力，發揮1+1大於2的
效果。

prod

親切風趣的感染力，讓300多位聆聽學生興趣盎
然、掌聲頻傳，雖然窗外飄著朦朧細雨，會場氣
氛熱情洋溢。

M6224

本校與逢甲大學簽署跨校永續智慧創新課程合作備忘錄  共同培育大健康產業跨域人才

本校洪明奇校長、南洋理工大學副校長共同
參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台灣校友會活動

本校洪明奇校長、南洋理工大學副校長共同
參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台灣校友會活動

洪明奇校長受邀斗六高中演講激發高中學生對科學研究的興趣和潛能洪明奇校長受邀斗六高中演講激發高中學生對科學研究的興趣和潛能

志向必高方有成志向必高方有成

校園科學饗宴校園科學饗宴
洪明奇校長受邀台中女中專題演講分享科學研究樂趣洪明奇校長受邀台中女中專題演講分享科學研究樂趣

本校2020年度「傑出教授」當選人本校2020年度「傑出教授」當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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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奇校長獲邀
高雄中學【雄中週會講座】發表演講

　　雄中人溫暖傳愛學弟妹！本校洪明奇校長獲
邀於2月21日回母校【雄中週會講座】發表專題
演講，他心情澎湃地與高中學弟妹分享從事生物
醫學研究的經驗與樂趣，並鼓勵同學們發揚「實
事求是，精益求精」的校訓精神，會場台上台下
互動氣氛相當熱絡。

　　洪明奇校長是世界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自
高雄中學畢業已逾54載，科學研究之路漫漫，
如今依舊在這條路上努力前行；他受邀於2月21
日上午回母校在演奏廳舉辦的【雄中週會講座】
，以「亂世出英雄--抗冠狀病毒及抗癌的精準治
療（Heroes Emerging from Chaotic Time--
Marker-guided effective therapy(MGET)」
發表專題演講，受到雄中莊福泰校長、顏銘賢學
務主任、李念潔訓育組長等人熱情接待，洪校長
親切風趣的感染力，與高中學弟妹分享生物醫學
研究之寶貴的經驗與心得，讓到場聆聽的300
餘位高二和高三同學興趣盎然，獲益匪淺。

高雄中學-【雄中週會講座】演講會場氣氛熱絡。

本校舉辦『人生才是我的全職-運動員生涯規劃展』揭幕

中國醫藥大學全球資訊網：https://www.cmu.edu.tw/　校址：406 台中市北屯區經貿路一段100號　Tel：(04)-23990791 ‧(04)-22053366#1016　Fax:(04)-22952121

生涯教育可以慢  不能斷生涯教育可以慢  不能斷

『人生才是我的全職-運動員生涯規劃展』出席來賓合影。

曾荃鈺理事長替來賓做會場導覽。

本校校務顧問陳偉德講座教授新書《退休寫照：海闊天空》出版發行

陳偉德講座教授出版新書《退休寫照：

海闊天空》。

　　「退休是很嚴肅的，要及早準備；世界
是很美好的，要及時欣賞。」本校校務顧問
陳偉德講座教授著作《退休寫照：海闊天空
》散文及攝影作品的新書出版上市！他從「
寫」與「照」中，追尋自己所愛，捕捉台灣
和全球各地景物的美好一瞬，期待引領著讀
者從不同的觀點與角度去看世界、悟人生，
進而讓銀髮族過著優雅自在的生活，讓生命
的美好。

　　本校前副校長陳偉德講座教授新書《退
休寫照：海闊天空》，共收錄70篇精彩的
散文，記錄「學業、職業、事業、志業」四
個不同的人生階段，以及國內外旅遊攝影作
品；其中學業、職業、事業各14篇，志業
是現在進行式，有較多的感觸，有28篇，
每篇文章大約300字，透過《心靈雞湯》分
享人生的經驗：「用最少的悔恨面對過去，
用最少的浪費面對現在，用最多的理想面對
未來。」

　　陳偉德講座教授認為，退休是人生重要

的階段，需要很嚴肅的看待，與退休互為因
果的老化，絕對不是一段愉悅的過程：逛街
會累、爬樓梯會喘，都是青壯年時無法體會
的，雖然有人說，年輕不在外表而在內心，
但心再年輕，返老還童還是不可能的；他曾
經勸退學校60歲以上的教職員不要參加運
動會的接力賽跑，因為站上跑道，大腦想要
衝刺，但手腳不聽使喚，然後跌得鼻青眼腫
、狼狽不堪。

　　陳偉德校務顧問喜歡攝影，但不喜歡
攜帶相機，尤其是笨重的。2019年他換了
Phone 11 Pro Max手機，清晰度和銳利度
都有明顯的提升，不但可以在旅遊時隨時拍
攝所愛，更不用花錢買底片、沖相片，自然
累積了數量可觀的照片，雖然無法像專業攝
影師，可以花時間及精力去等待理想的光線
及尋找適當的視角，於是將個人滿意的作品
分享到臉書，也引起一些共鳴，甚至建議舉
辨展覽，當時也不以為意；直到有一天，兒
童醫院傅雲慶前院長送一張他i朋友的攝影義

賣展的剪報，陳校務顧問
才將攝影、展覽、義賣及
70歲生日結合在一起，
2020年在德慧沙龍舉辨
了「70攝影作品義賣展
」，在親朋好友的贊助下
，募集了將近100萬元的
善款，全數捐給他退休前
在學校創立的「臨床醫學
教育基金」。

溫暖傳愛雄中學弟妹溫暖傳愛雄中學弟妹

參訪本校水湳智慧校園 團員稱許不虛此行

「2022臺中建築旅行」參訪團在中醫大
水湳校園合影。

　　本校水湳新校區
建築設計具創意和美
感，學生宿舍關懷大
樓更榮獲2021法
國NOVUM DESIGN 
AWARD建築設計金
獎，是校園熱門的IG
打卡景點；由實踐大
學建築設計系李清志
老師策劃的「2022

臺中建築旅行」於2月18日上午蒞校參訪，受到
陳悅生主任秘書等親切接待與導覽，26位參訪團
員對智慧校園內的各項新穎設施興緻盎然，頻頻
稱許不虛此行。

　　「2022臺中建築旅行」參訪活動，由台中
市好家庭廣播公司（古典音樂台）邀請實踐大學
建築設計系李清志老師策劃導覽台中市特色建築
景點，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新校區建築獲選為台中
亮眼的地標之一，也是臺灣AI智慧大學亮點。

校園剪影校園剪影

2022年寒假有六位教職員辦理退休；本校教師會於
17日中午舉辦感恩茶會，洪明奇校長對退休教職員
同仁培育青年學子的努力付出表示感謝，自在喜樂
的步入另一階段人生里程，祝福大家健康愉快的享
受退休生活。

本校醫學院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
系主任林孟亮教授投身教育，以
寓教於樂、培養青年學子「同理
心」，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
的成效，並透過服務關懷社會，
讓生活更加豐盈；獲選為今年「
110年教育部中區友善校園獎」
之傑出導師獎，稱得上實至名歸。

本校暨附設醫院第四屆「榮華
盃」校院桌球聯誼邀請賽，於
1月22日下午在英才校區互助
大樓地下室體育活動中心熱情
登場，洪明奇校長搭配徐武輝
副院長進行雙打開球，校院桌
球選手都揮拍有力，展現矯健
球技，彼此聯誼和樂融融！

本校健康照護學院營養學系舉辦實習產品「腸鮮」
試吃活動，12月20日中午在創研大樓B2團膳教室熱
鬧登場，洪明奇校長、陳悅生主秘、李正淳院長與
黃恆立教務長等師長連袂前往品嚐同學們的好手藝
，並鼓勵同學日後學以致用，替消費者的飲食安全
把關。

不一樣的銀髮族美好生活不一樣的銀髮族美好生活

「2022臺中建築旅行」「2022臺中建築旅行」

「2022臺中建築旅行」參訪團蒞
臨中醫大水湳校區參觀興緻然。

一個城市型大學校區做為一個探索、發明、學習
和治療的互動核心，擴展學術、轉化新科技、刺
激經濟發展和帶動新的企業生機蓬勃的創新場域
。

　　2022臺中建築旅行」參訪團一行26人，
隨後由副總務長盧裕倉、公關中心主任吳嵩山陪
同導覽，分別參觀由邱文傑建築師規劃設計的卓
越大樓，由戴育澤建築師規劃設計創研大樓，以
及黃宏輝建築師規劃設計關懷宿舍大樓相關設施
，尤其是，關懷宿舍大樓榮獲2021法國NOVUM 
DESIGN AWARD建築設計金獎，令人賞心悅目，
讓來自各縣市的建築同業都興緻盎然。

　　本校主任秘書陳悅生
教授表示，本校為厚植邁
向更卓越優秀的世界一流
大學競爭實力，在水湳校
區的基地上，蔡長海董事
長不惜巨資打造多功能的
水湳國際健康產學園區，
並邀請6位普立茲克獎得
主建築師，以及國內傑出
建築師團隊參與園區的規
劃及各別建物設計，期待

　　本校舉辦『人生才是我的全職-運動員生涯規劃展』於9日下午在水楠校區
人文藝術中心揭幕，會場展板圖文並茂，呈現台灣眾多運動選手跨界新典範；
陳悅生主任秘書致詞時，期待透過以運動員生涯教育為主題的展覽，開啟產官
學對運動員生涯規劃的重視，帶給社會大眾正向的力量。

　　這項以運動員生涯教育為主題的『人生才是我的全職-運動員生涯規劃展』
，由本校結合民間企業、中華奧會合作促成，會場展覽田徑選手轉型藝術創作
者的郭彥甫，從女籃選手到紐約開公司的林昉蓉，六屆划船全運會金牌選手蔡
瀚陞連結資源開創自己的十年一槳划船品牌，謝昀庭從體育班到流動畫藝術家
，在創作中找到自我，並持續尋找人生中勝率最大的地方，對他們來說正是運
動員生涯規劃的最佳寫照。

　　本校陳悅生主任秘書開幕致詞表示，本校首開先例舉辦全台灣第一場運動
員生涯教育為主題的「運動員生涯規劃展」，可以讓大眾認識運動員努力打拚
的面貌，同時從運動員身上感受運動選手對運動家精神的追求與實踐，鮮明的
展現在運動場，在奪下獎牌之後，卻不等於擁有幸福的人生，因此，有許多運
動員轉型跨界的成功案例，能帶給大家啟發與力量。中華民國運動員生涯規劃
發展協會理事長曾荃鈺表示，在奧運頒獎台上閃耀的明星，接受獻花再頒獎，
獻花代表著鮮豔絢麗，但花也代表著，你的時間有限，獎牌成績終究會過去，
你還是要回到你自己，跟這次展覽的主題一樣，你跟我們都一樣，因為人生才
是自己的全職。

　　『人生才是我的全職-運動員生涯規劃展』展期從3月9日到6月30日，展

覽地點：台中市北屯區信平路240號水楠校區人文藝術中心展示區，平日上午9點到下午4點免費參觀，假日採團體
預約，相關資訊以網路公告為準，洽詢電話：04-22053366轉1270。

高雄市中國醫藥大學校友會舉辦屏東三地門禮納里部落一日遊 體驗原住民文化之旅
　　高雄市中
國醫藥大學校
友會於13日
舉辦「走訪山
與水的部落之
旅」活動，在
尤瑜文理事長
及幹部們的用
心策畫下，前
往屏東三地門

禮納里部落體驗原住民文化，有校友攜眷共
34人參加聯誼，大家放鬆心情享受最單純的
休閒，共同渡過愉悅又難忘的星期假日。

　　屏東禮納里Rinari部落四周山林環繞，視
野遼闊，屏北平原盡收眼底，美不勝收；高雄
市中國醫藥大學校友會尤瑜文理事長特別選定
為校友一日遊，13日偕同陳義祥副理事長、
郭鴻璋榮譽理事長、劉典謨榮譽理事長、陳春
木總幹事及校友攜眷共34人參加，前往部落
體驗魯凱族及排灣族原住民文化，由部落導遊

分享禮納里脫鞋子儀式、部落興建故事
，並帶領校友們來一場「皇家祈福」的
歡迎儀式，在慶祝的音樂聲下，跟著主
人家手舞足蹈的跳舞，現場氣氛相當歡
愉。

　　當天中午在部落裡也為校友們精心
準備了原住民特色料理，像是a bi、富
那吉等部落節慶美食，飯後尤理事長還
請大家享用當地極具特色的小米紅藜愛
玉，下午校友們轉往到山川琉璃吊橋，
橋身鑲有排灣族、魯凱族的琉璃珠，非
常具有原住民的文化風格，適時晴空萬
里陽光明媚，在橋上遠望秀麗風景盡收
眼底，十分賞心悅目。

　　從琉璃橋往返後，校友們再到涼山
休憩區散步走走，觀賞大自然瀑布風景
，園區有著童趣的精靈哈比屋、彩虹裝
置藝術等都讓校友們流連忘返，隨後行
程到山地門最高的景觀莊園-清靜莊園喝
下午茶，風景優美、餐點美味，是視覺

與味蕾的雙重饗宴。

　　此次一日遊部落體驗活動，
在尤瑜文理事長及幹部們的用心
籌備，及劉典謨榮譽理事長夫人
的鼎力協助，整個旅程非常的圓
滿成功，獲得參加校友們的一致
好評，尤理事長也謝謝諸多校友
的支持，希望有更多的新血一起
加入校友會的活動，讓校友會能
持續蓬勃發展，成為校友互相交
流聯繫的平台。

本校產學合作處於12月21日舉
辦「健康醫療促進交流會」，
邀請生醫領域業界菁英代表共
襄盛舉，洪明奇校長期待未來
能鏈結中部產官學研醫力量，
在本校水湳校區擘劃的生醫產
業園區，開創中台灣生醫產業
聚落。

高雄市中國醫藥大學校友會參加屏東三地門
禮納里部落一日遊，體驗原住民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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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110.12.01-111.02.28

捐款者致謝辦法與優惠措施

1.捐贈達一定額度可享附設醫院病房費及就醫優待。

2.捐贈達一定額度可於本校捐贈牆留名並登入校史。

3.特殊專案捐款者，另行致謝。

金 額 捐 款 者

16,000 蔡銘修

金 額 捐 款 者

李正淳、花俊宏、孫盛生、陳安琪、鄒永恩4,000

中國醫藥大學全球資訊網：https://www.cmu.edu.tw/　校址：406 台中市北屯區經貿路一段100號　Tel：(04)-23990791 ‧(04)-22053366#1016　Fax:(04)-22952121

本校新藥開發研究所洪士杰特聘教授
國際科研團隊研究成果

榮獲刊登在國際知名期刊《自然-通訊》

      本校新藥開發研究所洪士杰特聘教授帶領的癌症精準免疫治
療國際科研團隊，致力於從癌症患者腫瘤內中發掘出預測生物標
誌物來提升免疫治療(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ICB) 效果，
最近從數萬個基因中，找到了提升免疫治療效果的基因，即是蛋
白磷酸酶 2A（PP2A），進而發展出一個新穎有效的聯合療法
，可以殺死本來抗免疫治療的癌細，將有助於造福更多的癌症病
患。

       國際期刊《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於2021年
12月15日刊登名為“蛋白磷酸酶 2A 失活誘導微衛星不穩定性
、促進腫瘤新抗原產生和增強免疫反應—Protein phosphatase 
2A inactivation induces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neoantigen 
production and immune response＂的研究論文，揭示了癌症免
化可將腫瘤從微衛星穩定（microsatellite，MSS）轉化為微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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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確保師生的交通安全，本校持續強化水湳校區各項安
全維護措施，同時在市政府與市警局的積極協助下，逐步完
善校園鄰近區域交通安全維護措施，市府交通局最新公告「
水湳校區」鄰近區域已劃設為「交通寧靜區」，以保障師生
行的更安心。

      市府交通局劃設的「交通寧靜區」，將禁止大貨車進入
交通寧靜區，並設置禁行砂石車路段，增設號誌三色燈號管
制，道路速限40調降至30並增設警示牌，學校周邊路口增
設行人燈、綠斑馬及停等區等交通改善與管制設施。

      本校林正介副校長對於市政府與市警局的積極協助完善
「水湳校區」鄰近區域交通安全維護措施，表達由衷的感謝
之意；城市交通更安全，才能讓市民行的更安心！

交
通
安
全
宣
導
活
動
。

讓師生行的更安心 讓師生行的更安心 本校積極完善水湳校區鄰近區域
交通安全維護措施

本校積極完善水湳校區鄰近區域
交通安全維護措施

      由於本校是台中水湳經貿園區第一個進駐機構
，為完善校園整體交通安全維護措施，台中市警第
五分局道安團隊民防組、交通組、水湳派出所多次
派員到校區會勘周邊監視器等交通安全管制改善措
施，包括大鵬路/信平路，增設監視器、「停等區」
；大鵬路/臨創研大樓無名巷設置固定式測速器；大
鵬路/臨創研大樓人行步道設置「駐車彎」；大鵬路
/經貿路一段調整監視器；經貿路一段/經貿東路設
置監視器；經貿一路/信平路設置監視器；信平路/
信平巷設置監視器；順平二街/順平路設置監視器及
「停等區」；順平二街/中平路，調整監視器及「停
等區」等，目前大鵬路/信平路/順平二街//藝術大
道無名巷路口綠色斑馬線已繪製完成。
      

星不穩定 (microsatellite，MSI)。基於此發現，該研究團隊也發
展出一個新穎有效的聯合療法，抑制腫瘤生長。

       洪士杰特聘教授表示，近年來，以抗PD-1、PD-L1及CTL
A-4單株抗體藥物為代表的免疫療法 (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ICB)，在肺癌、乳腺癌、肝癌、胃癌、結腸癌及淋
巴癌等多種癌症類型中都獲得了出眾的療效。在全球，超過百
分之四十的新增癌症患者符合接受免疫治療 (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ICB) 的條件。然而，該免疫療法受益患者有限，若
單獨使用某種免疫療法 (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ICB)，
僅有10%到30%左右的病患能從中獲益；如何增加免疫療法
對癌症病患的有效性，是當前醫界不能忽視的重要任務。

      對此，本校新藥開發研究所洪士杰特聘教授帶領國際研究
團隊藉由探索癌細胞的免疫治療抗藥性的機制，生物標記以識
 

別、選擇合適的患者，以期進一步擴大免疫治
療的受益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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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精準免疫治療新策略癌症精準免疫治療新策略 本校新藥開發研究所洪士杰特聘教授
國際科研團隊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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