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每一位埋首鑽研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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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創新，鏈結國際
引領教育、醫療與數位產業領先全球

大

學是創造新知識的殿堂，培養具備創新知
識及國際競爭力的年輕下一代，為國家與

社會做出貢獻。中國醫藥大學，在全體董事的支
持、校長的帶領和校院同仁的努力下，秉持「健
康、關懷、創新、卓越」的精神，努力發展成為
卓越優秀的世界一流大學及醫學中心。
中國醫藥大學的核心價值是「以學生為尊、
以教師為重、以學校為榮」，我們以培養學生成
為世界的領航者為目標，提升教學、研究、服務
品質，國內外學術排名持續躍升，辦學績效與國
際化的能見度，受到高度肯定。國外排名方面，
榮獲 2021 年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排名第 237
名，名列全台灣第二，僅次於台大，私立大學第
一名，U.S. News 世界大學排名及 URAP 2022 世

蔡長海董事長

界大學排名，名列全台灣私立醫學大學第一名。
2019 年 2 月，本校董事會特別遴聘新任校長洪明奇院士，洪校長曾任美國德州大學安
德森癌症醫學中心研究副校長、美洲華人生物學會總會長，也是美國德州健康醫學科學院創
院院士，專長在分子細胞腫瘤學、癌症生物學、抗癌新藥研發，領導的癌症研究團隊在教育
與科學上的成就，都具有國際高度的威望，感謝洪校長從美國回來幫忙，領導中國醫藥大學
快速與國際學術研究機構接軌，強化學校的教學與研究能量，邁向更卓越優秀的境界。
近幾年，學校方面，積極發展尖端醫學及特色研究，包括癌症、心血管、神經醫學、
老化醫學、免疫醫學、新藥開發、中醫藥等重點研究領域。醫療體系方面，本著「以病人為
尊、以員工為重、以醫院為榮」的核心價值，積極發展癌症、心血管、腦中風、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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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濕免疫、整形重建……等特色醫療，也積極發展尖端醫療和創新研究，包括：幹細胞治
療、免疫細胞治療、基因治療等，以及大數據、人工智慧醫療、精準醫療、AI 疫苗研發等，
同時，也陸續成立衍生企業公司，發展生醫產業，累積豐碩的成果。
迎 戰 全 球 疫 後 新 變 局， 最 重 要 的 是 數 位 轉 型 與 創 新， 我 們 與 Amazon Web Services
（AWS）合作成立「中亞聯大雲創學院」，培育雲端優秀人才，並將積極發展數位醫療及
數位產業，致力於新藥開發、精準健康、多維列印、器官晶片、創新醫材等方面，從「學術
整合、產學合作、服務協助」三方面努力，強化「教育、醫療、產業」的數位科技合作。同
時，也積極興建「台中水湳國際健康產學園區」，效法史丹佛大學與矽谷科技園區，推動產
學合作，強化研發、專利、技轉（Paper、Patent、Product; 3P），打造台灣的獨角獸新創企
業，創造產學雙贏。
「沒有改變就沒有創新，沒有創新就沒有卓越」，中國醫藥大學是一所研究型大學，
必須藉由創新改變去追求卓越。展望未來，我們擬定了「10 年 500 億」的前瞻計畫，設定
2030 年新願景。學校的發展目標是「培養學生為良醫、世界的領航者，培育產學研發博士、
發展研究特色，建立跨產業合作、鼓勵創新創業，打造 Smart University，2030 年進入世界
100 大」。醫療體系的發展目標是「建立友善醫院，持續提升醫療服務品質，發展再生醫
療、數位醫療、精準醫療，打造 Smart AI Hospital」，成為世界知名的大學及醫學中心。
謹此特別感謝校院全體同仁的辛苦努力，希冀藉由 2019 至 2021 年之研究成果的彙集
出版，期勉同仁繼續攜手開創更卓越優秀的世界一流大學及醫學中心，讓我們一起再努力，
鏈結國際，走向世界，實現我們的願景，發展成為更卓越優秀的世界一流大學暨醫學中心及
全球卓越有特色的高科技生醫園區，讓中醫大暨醫療體系成為世界傑出的品牌，台灣人的驕
傲，讓全世界看見台灣。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董事長
亞洲大學創辦人暨董事長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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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卓越、讓世界更美好

中

國醫藥大學一直用心在栽培有用人才，我們
思考的是，如何讓頂尖的學生更進步，協助

他們盡情發揮所長，以深入產業，跨領域、國際
接軌的創新學程與多元學制訓練，同時營造自由
開放的研究學習環境，我們相信有能力培養未來
能改變社會的優秀人才，成為台灣各大學的標竿。
在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校 務 發 展 日 益 精 實、 快 速
進步，邁向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時刻，2019 年 2
月，明奇肩負董事會的託付接任校長，心情誠惶
誠恐也激情澎湃，以集思廣益的（LOVE）的治校
理念，秉持傾聽（Listen）、觀察（Observation）、
遠見（Vision）、執行（Execution）的領導方式，
在現有的教育基礎下，與全體教職員共同打拚，
致力帶領校務發展國際接軌，目標是邁向更卓越
優秀的世界級研究大學。

洪明奇校長

況且，我們有一位非常傑出的校友—蔡長海董事長的高瞻遠矚和睿智領導，同時聘請
了全國甚至全球最好的、最優秀的師資人才，為教學、研究注人活水，讓整個中醫大暨醫瘵
體系完全脫胎換骨，近幾年辦學績效卓越與國際化的能見度受到國際肯定，成果豐碩；「只
有不斷的創新求變，才能更上一層樓」。
三年來，本校論文發表數量逐年成長，從 2019 年的 2620 篇上升至 2021 年的 4097 篇，
提昇率達 50%。本校高品質期刊論文（Impact factor ≧ 5 或 Impact factor ≧ 10）之數量逐年
成長，2021 年 IF ≧ 5 論文發表篇數達 1055 篇（佔總篇數 29%），其中 IF ≧ 10 論文篇數達
149 篇（佔總篇數 4.1%），顯見本校論文的質與量均大幅成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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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睿唯安（Clarivate）所發佈的 2021 年度《高被引學者》（Highly Cited Researchers ™）
名單，在全球 6600 人次的學者入選名單中，台灣共有 16 位本土學者上榜，本校就有 3 位學
者入榜。
美國史丹佛大學透過 Scopus 的論文影響力數據發布「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World’s
Top2% Scientists 2020）」名單，本校暨附設醫院共計有 52 位學者入榜「終身科學影響力排
行榜（1960-2020）」；同時有 66 位學者入榜「2020 年度科學影響力排行榜」，全國排名第
6，私校第 2，展現出本校在國際學術上的貢獻與強大的研究量能。
2021 年本校在上海交通大學公佈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躍升第 237 名、全台第 2、私
大第 1 名；雖然中醫大的規模較小，可是單就專業領域排名而言，以 2020 年 U.S.News 世界
大學排名為例，中醫大卻能在 Cell Biology、Molecular Biology and Genetics、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Mathematics 四個領域，為台灣第一；並在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Agricultural Sciences、Oncology 三個領域，為台灣第二；還有很多優秀的教授在科研領域表
現出色，分別榮獲國家新創獎等最高等級的學術獎勵表揚，替學校爭取榮譽，也彰顯了邁向
更卓越優秀的世界一流大學的雄厚實力。
中國醫藥大學秉持研究型醫學大學的教育使命，在發展尖端醫療研究責無旁貸；為此，
我們鼓勵優秀的學生投入研究行列，對於人類有些疾病還沒有辦法治療，聚焦研究、挑戰自
我，讓不可能變成可能，讓不治惡疾不再無藥，「以前，是“別人做的”，現在，我們自己
來做做看，讓世界不一樣！」
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間，本校為教育部指定之中區防疫諮詢學校，協助各
校與社區防範疫情；中醫大跨領域科研團隊對於 COVID-19 之標靶藥物開發，已建構藥物篩
選系統及篩選抗冠抑制藥物，並發表「單寧酸能抑制病毒活性」等相關研究成果，以及中醫
藥抗冠方劑對於輕度至中度新冠病毒感染者之臨床療效評估，而「抗冠方劑」已經 IRB 審
查批准，積極推進臨床試驗中，此一前瞻性的研究成果為臺灣與世界的抗疫之戰貢獻中醫大
的一份心力，對於研究型的大學來說，這是我們的社會責任。
此 外， 本 校以中西醫學結合之優勢領域， 在 協 助 地 方 創 生、 產 學 合 作 與 永 續 發 展
（SDGs），提升高教公共性，都善盡大學之社會責任，同時在水湳校區規劃興建三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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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做為 BioPark，結合研發產學，將成為台灣第一個校內有 BioPark 的大學！這正是中醫
大老師發揮所長機會之所在，加速老師把研究成果變成專利與產品，經過 paper，through
patent，變成 product，使人民有感。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新世紀發展願景，依循校院百大Ⅱ / Ⅶ共識營的目標，2030
年，我們希望打造成為台灣的史丹佛大學，還要挺進世界前百大的知名大學，讓我們一起努
力“Better Life,Better World”，讓中國醫藥大學，台中、台灣更好！
這本「《無遠弗屆》中國醫藥大學重要研究成果（2019-2021）」選輯出版，委請校長
室公關中心吳嵩山主任編撰，詳實記錄三年來本校邁向世界一流大學的進程，更能體會螞蟻
雄兵努力不懈投入學術發展、研究創新、追求卓越之路走得擲地有聲，以增進師生們的榮譽
感、責任感、使命感，能帶給新世代學者前進的動力，相互傳承，讓中國醫藥大學的學術品
牌發光發亮。

中國醫藥大學 校長
中央研究院 院士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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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培育、創新研發、人文關懷、領航國際的中醫大

教

「

學、研究、服務」是醫學大學的三項重要使命，中
國醫藥大學在蔡長海董事長和洪明奇校長的卓越

領導下，無論是菁英培育、創新研發、人文關懷各方面，
都不斷向上提升、屢創佳績。中國醫藥大學在上海交通大
學的《2021 年世界大學排名》高居全球第 237 名、台灣第
二，僅次於國立台灣大學。
臺灣現代醫學的開端，源自於 1865 年來臺灣從事醫療
傳教的蘇格蘭醫師馬雅各。初期西方醫學的影響並未超越

陳建仁

傳統中醫，一般民眾仍以傳統醫療為主。直到日本統治台
灣時期，在台灣實施西方醫學教育，才大幅提升西醫在台

臺灣流行病學家及政治人
物，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
大學公衛博士；曾任中華民
國第 14 任副總統、衛生署
署長、國科會主任委員，並
為世界科學院院士、美國國
家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央研
究院院士；其為虔誠天主教
信徒，獲羅馬梵諦岡聖座冊
封為聖大額我略教宗騎士團
勳章爵士與耶路撒冷聖墓騎
士，宗座科學院院士。

灣的重要性。
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台大醫學院二次戰後首任院長
杜聰明教授，常以「樂學至上、研究第一」鼓勵全院師生。
1954 年高雄醫學院（高雄醫學大學前身）成立，由杜聰明
教授擔任院長，陳啟川先生擔任董事長。杜院長在第一屆
高醫畢業典禮上，鼓勵畢業生要學習法國科學家巴斯德的
研究精神，德國醫師兼神學家史懷哲的人道主義，以及英
國熱帶醫學家萬巴德的教育理想。台灣的醫學教育、研究
與服務，一直維持著無遠弗屆的國際鏈結。
自從 2001 年 3 月蔡長海董事長上任以來，大力擘劃中
國醫藥大學的中、長程發展，2003 改名「中國醫藥大學」，
2008-2012 年以「強調大學部教育品質的研究型大學」為目
標，2013-2017 年以「國際一流大學」為目標，以及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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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為「世界百大知名大學」。不僅建立「以學生為尊、以教師為重、以學校為榮」的核心
價值，更延攬學界翹楚擔任校長，包括黃榮村校長、李文華校長和洪明奇校長，不斷延聘全
球最優秀的師資，提升中國醫藥大學的教學研究、社會責任與產學合作，使中國醫藥大學躍
升為我國排名第一的私立大學。
洪明奇校長在 2019 年 2 月上任以來，中國醫藥大學在各方面都蓬勃發展、更上層樓。
論文發表數量，從 2019 年的 2620 篇，上升到 2021 年的 4097 篇，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更重
要的，高品質期刊論文的數量，更是大幅成長。根據 U.S. News《世界大學排名》，中醫大
在四項專業領域排名台灣第一、三項領域排名台灣第二，使中國醫藥大學具有邁向世界一流
大學的雄厚實力。洪校長更鼓勵優秀學生投入研究行列，挑戰自我研發新藥，來治療罹患
「未被滿足醫療需求」的嚴重疾病。中國醫藥大學的新世紀發展願景，是要在 2030 年成為
「台灣的史丹佛」，努力創造「更美好的生命、更美好的世界」！
我很高興遵照洪校長的囑咐，為這本《無遠弗屆：中國醫藥大學重要研究成果（20192021）》撰寫序文。本書的內容豐富、引人入勝。除了辦學治校理念、國際學術評比、師資
延攬、提升教育品質與研究能量、英才引領英才而外，更涵蓋中醫藥、癌症生物、新藥開
發、免疫醫學、老化醫學、神經醫學、多維列印醫學、身心介面、整合幹細胞等聚焦研究的
重要成果。中國醫藥大學也在專利技轉、衍生企業方面，對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有所貢獻，
並且增進全人類的健康福祉。中國醫藥大學已經成為善盡大學社會責任、追求永續發展目標
的一流大學。
我深深欽佩蔡董事長「積極創新、鏈結國際」的高瞻遠矚，以及洪校長「追求卓越、讓
世界更美好」的雄心壯志。我更深深祝福中國醫藥大學，在全校師生的齊心合力、奮勇精進
下，能提前列名世界百大名校。
前副總統
中央研究院 院士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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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中

國醫藥大學之前身是中國醫藥學院，以中醫研究聞
名，2001 年蔡長海先生獲選為董事長之後，就進行

大魄大力的改革，於 2003 年改制成中國醫藥大學。蔡董事
長是醫生出身，不但有醫學背景，更是一位傑出且有遠見
的企業家，在他的領導下，不但積極的延攬國際一流人才
來擔任校長及教職人員、同時擴展醫學研究領域，也進一
步強化生命科學的研究與教育。
在 2005 年延攬知名的心理學家及教育家黃榮村先生擔

翁啟惠

任校長後，中醫大就穩健的往一完整的大學前進，後經兩
位國際知名的生命科學家及癌症專家李文華院士和現任校

臺 灣 生 物 化 學 家， 中 央 研
究 院 前 院 長， 現 為 美 國
Scripps 研究院化學講座教
授、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合聘特聘研究員、國家生技
醫療產業策進會會長，亦為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人文
與科學學院院士、美國國家
科學院院士。
世界首位成功以酵素技術大
量合成複雜多醣物（多醣及
醣胜肽）的科學家，這兩種
方法目前也被工業界用來開
發治療心臟病、中風及各種
發炎疾病的新藥，也是首位
發展多醣分子自動化化學合
成的科學家。

長洪明奇院士的努力經營下，今天的中國醫藥大學已成為
國內數一數二的私立大學，也是國際知名的醫學大學，更
是國內唯一兼具中西醫研究及將研究與創新發展結合成一
體的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的這個特色將使其對研究成果如何造福
人類健康以及對生醫產業的貢獻更直接，更有影響力。
這本書清楚敘述中醫大最近的研究成果，在這麼短的
時間能有這麼輝煌的成就，可以說是學術界的典範。最近
幾年來中醫大在國際一流期刊所發表的論文，尤其在癌症
方面的研究可以說是非常精彩，從這麼多傑出的研究成果
也可以預期中醫大對生物醫學的基礎研究和生醫產業的發
展將會有非常大的貢獻。

10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推荐序

期待中醫大校務蒸蒸日上，研究無遠弗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讓台灣的生醫研究與
發展在世界發光發熱。

中研院前院長
生策會會長

11

翁啟惠

於 2022 年 3 月 15 日

重要研究成果選輯 2019-2022

推 薦 序

大道之行也

中

國醫藥大學發展目標是邁向更卓越優秀的
世界一流大學，在美國史丹佛大學近期發布

「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榜單」，本校暨醫院共
52 位學者入榜「終身科學影響力排行榜（19602020）」；同時有 66 位學者入榜「2020 年度科
學影響力排行榜」，展現出校院老師和醫師強大
的研究量能與國際學術上的成就，讓全世界看到
臺灣，也讓海內外的校友備感榮耀。
對於學校追求進步與學術研究成效，成功的
關鍵在於人，除了全校師生共同努力外，蔡董事
長和歷任校長的領導具關鍵影響。
學術界都知道，蔡董事長勇於任事，有創新
思維及前瞻眼光，在他擔任董事長以後，第一個
要講的，就是把學校從一個學院，然後升格為大

林昭庚董事

學，為了升格他個人還捐款了兩億；還把中國醫
藥大學附設醫院弘揚光大，現有台中、北港、安
南、新竹等 16 家醫療體系醫院，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如今又規劃水湳校區發展成為全
球卓越有特色的高科技生醫園區，這些貢獻都有目共睹。
第二點，中國醫藥大學聘請到黃榮村校長，然後李文華校長、現在的洪明奇校長，那是
我們的榮幸。洪校長是世界頂尖的癌症研究科學家，又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美國德州大學
安德森副校長；他接任校長之後，積極建置研究團隊，在基礎和臨床的研究上做得更好，發
揮得淋漓盡致，尤其是癌症研究，一定會有傑出的表現，我們要感謝蔡董事長特別禮聘他回
來台灣。

12

大道之行也 推荐序

洪校長遠從美國回來，為了中國醫藥大學，為了臺灣這一塊土地，犧牲他在美國優渥的
薪水和家庭團聚，第一任校長就能夠做得這麼輝煌，我們希望他的第二任，在現有基礎下，
更讓中國醫藥大學、讓臺灣被世界看得見。
中國醫藥大學是一個人文及研究兼具的研究型大學，為能傳承科技知識技術和研發成
果，學校編撰出版「《無遠弗屆》重要研究成果選輯（2019-2021）」，的確相當有意義，
樂為之書序。

中國醫藥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中國醫藥大學董事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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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現況 第一章

打造更卓越優秀的世界一流大學
開創更有特色的高科技生醫園區

中

國醫藥大學為全國最具中、西醫藥學整合特色之優秀高等教育學府，自 1958 年創校
以來，基於「全人」教育理念，秉持著「仁、慎、勤、廉」的校訓精神，以現代醫藥

學術為發展主軸，培育「視病猶親、修己善群、終生學習、術德兼修」的學子，歷經半世紀
的深耕，在董事會全力支持學校與歷任校長及校院同仁努力下，校務發展日益精實，辦學績
效突飛猛進，在學術和研究上表現十分出色，獲得國際及國內學術機構評比的肯定。
本校辦學宗旨：整合中西醫學，培育醫學人才，提昇醫療服務，增進社會福祉。辦學
的特色：1. 臺灣最具規模的中西醫學結合專業的學府；2. 積極推展醫療與科技，創新生技模
式，解決醫療難題；3. 校務制度完善、財務穩健，董事會全力支持校院發展；4. 最具規模的
附設醫院，是全國績優醫學中心。
本校目前擁有水湳校區（校本部）、英才學士校區、北港分部及新竹校區四個校區，教
學與臨床場域涵蓋臺中、北港、臺南及新竹；教學單位現設九個學院：醫學院、中醫學院、
藥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健康照護學院、生命科學院、牙醫學院、人文與科技學院（通識教
育中心）、醫學工程學院，包含 21 個學士班、38 個碩士班（含 3 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3
個碩士在職專班）、21 個博士班（含 8 個博士學位學程），學生人數約 7,100 人。
另外，醫療教學實習場域包括：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兒童醫院、北港附設
醫院、臺南市立安南醫院（BOT）及及新竹附設醫院（BOT）等醫療機構共 5 家：台中附設
醫院另設 3 家分院：豐原分院、台中東區分院及臺北分院；肩負臨床教學重任與醫療服務使
命，對於醫學教育領域提供充沛的教學資源和協助，對社會大眾提供最完整及多元的醫療照
護服務。
大學的責任就是培育一流人才，以貢獻社會。為此目的，本校在董事會大力支持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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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研究及醫療設備完善，透過「百大百億」計畫網羅國內外一流師資，為教學、研究注入活
水，給學生國際級視野；教學品質與績效更獲教育部肯定，連續 12 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
畫獎勵，總金額達 9.2 億元，107 年起更榮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五年期高額補助，
每年補助金額約 2 億元。
近年來，本校致力提升教學、研究品質做國際接軌，陸續建構了中醫藥研究中心、新藥
開發研究中心、癌症生物研究中心、免疫醫學研發中心、老化醫學研究中心、生醫工程研發
中心、神經醫學中心等校級研究中心，藉由跨校院、國際合作，發展新興醫療科技提升研究
能量，帶動產業發展，並投入 1 億美金延攬來自世界各地優秀的人才和研究團隊，在生物醫
學研究領域取得主導地位，以期打造世界級最先進的生醫研究團隊與健康照護體系，進而帶
動台灣教育、醫療及生醫產業的發展邁向國際，為人類的福祉有所貢獻。
本校從教學型大學轉型為「教學研究型大學」，師資結構透過「30 億百師」計畫，積
極的網羅新進優秀師資已超過半數，同時集中教學研究資源，提供巨大的研究能量，並深化
專業領域的特色，已形成研究新風氣，加上教師人數陡增，校院體系獲得校內、外研究計畫
補助，每年約有 500-600 個研究計畫在進行，其中以分子醫學中心及細胞與基因治療研究室
在轉譯醫學的研究表現特別傑出，重點領域的研究成果已達全國最頂尖之境界，且發表在高
影響係數 SCI 期刊雜誌上，彰顯了長期投入學術研究的雄厚實力，持續提升本校的教研水準
及國際學術聲望。
國際化要讓人才「走出去、請進來」，110 年本校與美國最具指標性的國際學術交流機
構「Fulbright Taiwan 學術交流基金會」（美國傅爾布萊特基金會）結盟，將美國與各國的學
者、學人與夥伴單位連結，形成一個多元與活絡的國際學術人才交流網絡。美國傅爾布萊特
基金會自 112 學年度起將招收針灸碩士班學生到本校就讀；本校亦將最有特色的中醫藥與針
灸國際學程，推廣給美國學生來台學習體驗，包括三個部分：美國大學生短期來台課程、美
國學生來台進修碩士學位、美國傅爾布萊特學者來台交流進駐，並安排參訪本校附設醫院中
醫部設施。為了強化國際研究合作，本校除了薦送優秀博士生到世界頂尖大學研修外，也積
極與世界百大的知名大學如史丹佛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東京大學、京都
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首爾國立大學等建立穩固的合作關係，定期與上述學校進行研究合作
並舉辦雙邊研討會。本校於 2020-2022 年更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共同出資進行 7 件合作種子計
畫，於癌症、新藥、老化、中醫藥及針灸等方面共同進行研究。
本校於 101 年首度進入上海交大《世界大學學術排名》500 大，104 年進入 400 大，105
年進入 200 大；106 年排名第 197 名。107 年獲得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肯定與高額獎助，並
獲得特色領域研究中心「新藥開發研究中心」、「中醫藥研究中心」之支持與獎助。1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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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雜誌調查「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以社會影響、學術成就、教學成就、國際化程度與推
廣及產學收入等六大面向 35 項指標進行評比，本校入選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前五名典範大
學。
為順應國家整體高等教育發展之政策，配合社會與產業界的需求，接軌全球學術研究界
之趨勢，本校除了建構「智慧大學（Smart University）」與「智慧醫院（Smart Hospital）」
之外，也將積極發展「新竹健康產學園區」及「台中水湳國際健康產學園區」並設立衍生企
業公司，建構全球卓越有特色的高科技生醫園區，讓學校及醫院發展成為更卓越優秀的世界
一流大學及醫學中心。

洪明奇校長與境外學生親切互動

大學形象的軟實力∼本校紫薔薇親善大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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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現況 第一章

立 足 台 灣， 領 航 世 界
辦學宗旨、願景與特色

宗

旨

整合中西醫學，培育醫學人才，提昇醫療服務，增進
社會福祉。
願

洪明奇 校長
讓人類擁有
更美好的生命，
更美好的世界！

景

邁向更卓越優秀的國際一流大學。
辦學特色
1. 臺灣最具規模的中西醫學結合專業的學府。
2. 積極推展醫療與科技，創新生技模式，解決醫療難題。
3. 校務制度完善、財務穩健，董事會全力支持校院發展。
4. 最具規模的附設醫院，是全國績優醫學中心。

小檔案
洪明奇，台灣分子生物學家，中央研究院第 24 屆院士，中國醫藥大學第 19 任校
長，曾任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基礎科學研究副校長，美國華人生物科學家
學會會長，中國醫藥大學董事。
1984 年尚在麻省理工學院進行博士後研究時，便將人類乳癌 HER2/neu 基因成功的
分離出來，1990 年從 E1A 的基因上，找到抗癌的療效，在癌症聯合治療有突破性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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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創新、追求卓越
本校新任校長洪明奇闡述集思廣義（LOVE）的治校理念

中

國醫藥大學第 19 任校長今天舉行交接典禮，新任校

長是國際知名的分子生物學及癌症基因研究專家洪明

奇院士；中央研究院前院長李遠哲致詞時，推崇洪校長在
科學研究領域的貢獻，有能力培養具理想、有教養的社會
優秀人才，帶領中國醫大成為世界最好的大學。台中市長
副市長楊瓊瓔肯定中國醫大傳承台灣的學術精神，積極發
展『水湳健康產學研究園區』，將是台中人共同的光榮和
驕傲。
在國內學術界菁英齊聚的中國醫大校長交接典禮會場
喜氣洋洋；李遠哲院長致詞時，肯定卸任校長李文華院士
辦學治校五年的貢獻，膽大心細、績效卓著，在完成階段
性任務後，再回中央研究院專心科學研究，肯定會有亮眼
李遠哲院長致詞

的成就。
李遠哲院長表示，新任校長洪明奇院士是位熱忱的科
學家，雖長年旅居美國，卻心在台灣，如今身也在台灣，
抱持回饋台灣的理想，相信有能力培養未來能改變社會的
優秀人才，帶領中國醫大成為世界最好的大學。
台中市長副市長楊瓊瓔致詞稱許中國醫藥大學是一所
優質大學，學術和研究的表現亮眼，近年來辦學績效躋身
世界大學排名前 200 強，傳承台灣的學術精神，更大手筆
投資發展『水湳健康產學研究園區』，可以看到新世紀發
展願景，將會是台中人共同的光榮和驕傲。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董事長蔡長海主持新卸任校
長交接時，代表董事會向卸任李文華校長致上最深的敬意
和謝意，感謝李校長為中國醫藥大學的努力和貢獻。同時
熱誠的歡迎和祝賀新任洪明奇校長能來和我們一起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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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董事長相信，洪校長必能領導中國醫藥大學更
進一步發展，快速與國際學術研究機構接軌，強
化學校未來的研發與教學能量，將會是學校未來
發展的一大助力，希望校院同仁能全力支持並協
助洪校長推動校務，大家團結合作、同心協力，
克服困難與挑戰，邁向更好的境界。
卸任校長李文華院士致詞時，感謝蔡董事長
及董事會給予機會能到中醫大服務，過去五年，

蔡長海董事長主持新卸任校長交接。

和大家一起努力，我們也一起做出許多像樣的成
績，如今，階段性任務完成，歸建中央研究院，
重回科學家和阿公的角色；期待著接下來由新校
長洪明奇院士接手，帶領中醫大更上一層樓。
新任校長洪明奇院士致時表示，在中國醫大
邁向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時刻，加入這個前進的
行列，心情誠惶誠恐也激情澎湃，將會以集思廣
益的領導方式，與全體中醫大的各階層夥伴共同
打拼，以中醫大為平台，聯合台灣各研究機構、

蔡長海董事長、李遠哲前院長、楊瓊瓔副
市長與新卸任校長合影。

醫學中心、大學，共同努力培育下一代的英才，
創造台灣生醫奇蹟，在世界發陽光大！
洪明奇校長以三十年的行政經歷與心得，闡述集思廣義（LOVE）的治校理念，秉持傾
聽（Listen）、觀察（Observation）、遠見（Vision）、執行（Execution）的領導風格，對台
灣的環境、大學共識與世界走向，知己知彼，掌握優先順序，規劃發展藍圖，成為台灣各大
學的標竿。
中國醫藥大學美國校友總會陳寬正會長專程返台參加新卸任校長交接典禮，轉達到美國
校友的關心與祝福校務發展越來越進步，更上一層樓。

蔡長海董事長致詞全文
李校長、洪校長、李院長、楊副市長、陳總會長、各位院士、貴賓、董事、同仁、媒體
朋友，大家好。
非常歡迎和感謝在座各位蒞臨參加『中國醫藥大學第 19 任校長交接典禮』。首先，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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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董事會向李文華校長致上最深的敬意和謝意，感謝李校
長為中國醫藥大學的努力和貢獻。
李文華校長，是世界一流的細胞生物學家及癌症生物
學家，旅居美國 30 多年，曾經榮獲諾貝爾醫學獎候選人，
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並獲選為世界科學院院士，具有崇
高的國際學術聲望與地位。5 年前，我特別邀請李校長回國
來幫忙，李校長懷著回饋台灣的心情，從美國返回台灣，
接任中國醫藥大學校長職務，李校長奉獻台灣及教育的決
心和熱情，讓我非常的感動，也一直感激在心。
李校長上任後，積極創新發展，以國際性的格局和創
新的眼光，延攬頂尖國際人才及接軌國際，發展學校特色
與尖端研究，與國際一流大學合作，培養優秀的醫師科學

蔡長海董事長期許校院持續創
新、追求卓越。

家，帶領學校開創嶄新的局面，大幅提升學校的世界學術
地位，績效卓越。李校長是個有遠見、有理想、辦學認真
的領導者，對於中醫大的付出與貢獻值得肯定，我特別邀
請李校長在卸下行政職務後，擔任講座教授，繼續幫忙中
醫大，給我們指導與建議。
對於即將上任的洪明奇校長，我也要表達最熱誠的歡
迎和祝賀之意。洪校長為國際知名的分子生物學及癌症基
因研究專家。1977 年取得台灣大學生化科學碩士後赴美深
造，1983 年榮獲美國麻省 Brandeis 大學分子生物學博士學
位，1986 年前往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任教，2000
年被聘任為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分子細胞腫瘤學系主
任，2002 年榮獲中央研究院院士，2010 年升任安德森癌症

美國校友總會會長陳寬正致詞

中心基礎研究副校長。
洪明奇校長，是位務實的科學家，在國際間任教多年並獲獎無數，多次獲得德州大學安
德森癌症中心教育與研究傑出教授獎，並且當選德州大學健康科學教育學院主席，他領導的
癌症研究團隊更有突破性的發現，在教育與科學上的成就，都具有國際高度的威望。
洪校長能來幫我們的忙，和我們一起打拼，是我們最高的榮幸。我相信，洪校長必能領
導中國醫藥大學更進一步發展，快速與國際學術研究機構接軌，強化學校未來的研發與教學
能量，將會是學校未來發展的一大助力，希望校院同仁能全力支持並協助洪校長推動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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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團結合作、同心協力，克服困難與挑戰，邁向更好的境界。
展望未來，我希望大家持續創新、追求卓越，校院體系運作順利，除了提升教學、研
究、服務品質之外，還要積極發展人工智慧大學和醫院，以及發展生醫產業，未來我們將投
資 400 億元發展『水湳健康產學研究園區』，邁向『更卓越優秀的世界一流大學及醫學中
心』，讓中國醫藥大學成為『台灣的史丹佛大學』，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成為「台灣的梅
約醫學中心」。
最後，在這裡，預祝今天的校長交接典禮圓滿、順利、成功，並期許中國醫藥大學越來
越進步，更上一層樓。敬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事事如意，謝謝大家！

洪明奇校長致詞全文
蔡董事長、李院長、各位董事、李校長、楊副市長、陳總會長、中醫大親愛的同仁，來
自各地的前輩、專家、學者及朋友，先生女士們，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在此，戰戰兢兢的從李前校長手中接下中醫大的校長一職，個人誠惶誠恐，
同時也激情澎湃。出國四十年，今天可以回到故鄉台灣貢獻所學，建設發展中醫大及台灣的
醫學教育及研究，是我夢寐以求的機會，首先要感謝董事長、董事會及遴選委員、專家學者
的支持與信任。
中國醫大建校六十年來，在許多前輩的努力下一路走來，篳路藍縷，今天不僅是台灣矚
目的研究型大學，在世界大學排名雄倨一方！尤其過去這一、二十年蔡董事長及董事會的支
持和領導，經過前校長們，諸如陳偉德代校長、黃榮村校長及李文華校長的領導，以及中醫
大的全體同仁、學校、醫院各階層工作夥伴的共同努力，中醫大冠冕堂皇的進入世界排名前
五百大，到現在兩百大左右，在這個競爭激烈的舞台上，中醫大迅速成長，已是台灣各大學
的標竿！
在此要特別感謝李校長創造豐富的資源及人才，中醫大現有的成就有目共睹，有了堅實
的平台，正是精益求精、更上一層樓的最佳時機。
個人有幸在此關鍵時刻，加入這個前進的行列，將會以集思廣益的領導方式，與全體中
醫大的夥伴共同打拼，以中醫大為平台，聯合台灣各研究機構、醫學中心和大學，共同努力
培育下一代的英才，創造台灣生醫奇蹟，在世界發陽光大！
個人以三十年行政經歷和心得，提出適合中醫大的領導方式：以集思廣義的愛心
（Love），傾聽（Listen）、觀察（Observation）、遠見（Vision）、執行（Execution），對
台灣的環境、大學共識與世界走向，知己知彼，掌握優先順序，規劃發展藍圖，落實短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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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發展目標。
在此感謝家人的支持，大哥、大嫂及大姊小時候的教
導與支持，感謝太太從台大桌球隊到研究所、到帶著兩大
卡皮箱到美國求學，歷經四十年來風風雨雨，今天一起回
到呼喚著我們的故鄉，這是歸根的路，不是落葉之夕陽，
雖然已經近黃昏，可是還是無限的好，所以在葉落之前，
我們要以無限好的夕陽再度替台灣的生醫界開花結果！
最後感謝各位長官、同仁、朋友蒞臨盛會。年關已到，
過年前夕，在此先向大家拜個早年，敬祝各位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事事順心。
蔡長海董事長頒發新任校長洪明
奇聘書。

李文華卸任校長致詞
親愛的董事長、李院長、楊副市長、陳寬正校友會長、
中醫大的董事、洪校長、張院士、王院士、司徒副院長及
諸位貴賓、諸位同仁，大家早大家好
非常感謝諸位撥冗參與這次中醫大新任及卸任校長交
接典禮，因為有你們的到來，讓這個典禮更有意義。
文華即將卸任，也想藉此機會感謝諸位在過去的五年
對我的指導與愛護。首先，感謝董事長及董事會給予文華
這個機會能到中醫大服務，和大家一起努力。中國醫大在
蔡董事長的領導下，從陳偉德代理校長時升格大學並開始
改革，到黃榮村校長八年多的帶領，加入更多的人文素養
及卓越教學，已讓學校改頭換面。這五年，我們設立七個
校級研究中心及研究生事務處，加強研究型大學的札根步

新任校長洪明奇院士接受教師獻
花

驟，與國際一流大學建立實質合作夥伴，落實學生、教授
研究計劃的交流，接軌國際一流大學，謝謝趙坤山副校長和楊良友國際長的努力。而這些
工作都是在董事長全力且無私的支持下，全體同仁努力執行，才能得到的結果，也因之，
2018 年教育部核准支持兩個頂尖研究中心及高額的高教深耕五年期的計劃，謝謝陳志鴻副
校長及王陸海副校長的用心，這些都是打底的工作，期待著接下來由新校長洪明奇院士接
手，帶領中醫大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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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五年前，董事長在交接典禮上希望五年內中醫
大要進入到 300 名內的大學，黃前校長又補了一句：李校
長可以承受更多的壓力，真是讓我緊張萬分，還好，在蔡
輔仁副校長的帶領下，果然不負所望，從 500、到 300、到
250 左右。董事長的高瞻遠矚，更期望打造中醫大成為台灣
的史丹佛，注重企業家精神的培養，及創新創業的實力，
這一方面，我們也一步步啟動，學校的衍生企業一個個成
立，市值一步步上升，一再證明董事長為台灣打拼之用心。
我也要感謝台中市政府歷屆市長：胡市長、林市長及
新任的盧市長，對中醫大的愛護及協助，也了解台中市要
成為一流城市，必須結合一流大學才能達到。經過 12 年的
努力，水湳校區 16 公頃校地已經交付，除了重新整建三棟

蔡董事長贈送琉璃精品給李前校
長

歷史建築成為漂亮、有用的人文科技學院外，第一期興建 3
棟大樓已動工到 1 樓，謝謝林正介副校長的用心，在 2020
年，將會遷入水湳作為主校區，董事長預計未來 10 年內在
水湳投資 400 億 ，可以期待中醫大將會有一個非常宏偉的
校園，新校長辦公室預定在行政大樓 9 樓，洪校長一定會
喜歡的。
去年是中醫大建校 60 週年，一連串的慶祝活動，特別
是六月的生日校慶活動，謝謝江宏哲副校長的策劃，全校
積極參與，盛況空前，尤其是遠道回來的校友們，有北美
團、日本團、台灣各地皆有大批校友返校參與，大家對於
母校在蔡董事長領導下的進步，更是驚嘆萬分，校友們的
慷慨解囊，贊助各項計劃，讓募款總額超過 6000 多萬，也

前校長李文華院士接受教師獻花

是中醫大的創舉，特別感謝第一屆畢業生、北美校友會會
長陳寬正醫師，對母校之熱心支持，特別是醫學生的 MD/
PhD 千里馬計劃的支持，讓我們感動不已。
我要感謝許許多多的同仁，不時的勉勵提醒，讓校務的推動更能順暢，也要感謝許多校
外的教授、先進的熱心指導，感謝我們中醫大最優秀的同學、研究生們，同時感謝企業界的
許多朋友，和學校結合一起來訓練產業界的生力軍，尤其是晟德的林榮錦董事長、永信的李
芳裕董事長、上銀的卓永財董事長，我們都成功地合作建立良好的產學博士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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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謝醫院的同仁們，在這五年我三進三出急診，謝謝急診部及各科部的醫師及護理
人員無微不至的照顧；當然也要感謝中醫部這段時間，用最好的中藥對我身體進行調養。同
時也要感謝教職員桌球隊的夥伴們（包括黃前校長），透過運動與許多同仁有很好的交流，
對我的生理及心理都有很大的幫助。
我更要感謝陳偉德副校長及謝淑惠主任秘書，對學校所有行政事務的付出，勞苦功高。
對於文華巨細靡遺的協助，非言語能表達。最後，我要對我最尊敬的李院長說，過去五年，
中醫大的同仁對我很好，沒有被欺負，我們也一起做出許多像樣的成績，如今，階段性任務
完成，歸建中央研究院，重回科學家和阿公的角色，多陪孫子長大，教導他成為科學家。
謝謝大家，敬祝 新春快樂、身體健康、諸事順利，並祝中醫大校運昌隆。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2/01 15: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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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奇校長治校理念
實質的成為世界百大的研究型大學

「

我

們已經是研究型的大學，我們是一個大
家庭、校院是一個體系，我們都是一家

人；」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在《2019 校
院百大Ⅱ / Ⅶ共識營》殷殷期勉同仁，希望我們
這一家人的生活 environment 可以更好，我們要互
相關懷、互相合作、團結合心，帶領台灣走向更
好的未來。
洪 明 奇 校 長 進 一 步 闡 述「 實 質 的 成 為 世

洪明奇校長闡述治校理念：實質的成為世
界百大的研究型大學。

界 百 大 的 研 究 型 大 學 」 的 治 校 理 念， 營 造 3E
（Environment、Economic、Education）和諧的工
作環境，大家樂在其中，開創高格局的大方向，
鎖定研究主要目標（主題），結合校院的研究能
量，與國際名校及世界級機構接軌，探究「無法
治療疾病」成為「可治療疾病」，將我們的特色
變成台灣的亮點，可以幫助更多人，對社會有貢
獻，讓「人民有感」來實踐研究型大學的社會責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2019 百大Ⅱ / Ⅶ
共識營」大合照。

任。
「只有不斷求新，才能進步；」洪校長以史丹佛大學為例，我們不僅要培育新一代的菁
英人才，國際接軌，還必須開創多元產學經驗，像是 AI、BIOTECH，現在都有往這方面發
展，除了培養我們自己的人才之外，也要延攬各地的人才，我們將延攬的人才和培養的人才
整合起來，希望 1+1>2 >3 >5 SO ON。
洪明奇校長今年首次以校長身份參加「2019 百大Ⅱ / Ⅶ共識營」，他首先推崇蔡長海
董事長卓越領導校院體系的發展快速躍升，這是中醫大人最感慶幸的事。洪校長說，對於蔡
董事長宣示邁向世界百大的願景，我們共識營的目的就是要達成共識，蔡董事長的才識和格
局，如果跟大家心中想的還有一段距離，沒有關係，我們接受，學校再來辦一個共識執行營
討論，我們要一起努力，幾年後，一定要進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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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校長回顧，他在 104 年校院體系 3 百大共識營回台灣當客人，那一年我很高興，中國
醫大的世界學術排名已進入 500 大，可是今年整個台灣在往下滑，大陸往前進，別人進步我
們替他們高興，我們不要推卸責任，如果我們知道競爭對象已經大幅度的趕過我們，我們就
要思考如何更努力有效的怎麼趕上去！
洪校長在「2019 百大Ⅱ / Ⅶ共識營」以「中國醫藥大學的特色與未來」提出辦學治校理
念，對於校院團隊與個人的傑出表現表示肯定和嘉許。校院團隊傑出表現包括：獲《遠見雜
誌》2019 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獲醫科大學第 2 名、私立大學第 2 名、學術成就前 20 強—
第 10 名、教學表現前 20 強—第 11 名、推廣及產學收入前 20 強 - 第 7 名。獲天下《Cheers
雜誌》2019 年大學辦學績效最佳 Top20，連續 5 年獲得肯定 附設醫院獲 2016、2017、2019
年工商時報臺灣服務業大評鑑醫院類「金牌獎」。附設醫院獲 2012、2017、2018 年《遠見
雜誌》第十五屆遠見五星服務獎醫療院所類「首獎」。
教師教研卓越表現有：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洪士杰。台灣醫療典範獎—鄭隆賓、
吳錫金。台中市醫療貢獻獎 -- 張恒鴻、黃秋錦、孫茂峰。國家新創獎—徐偉成 & 周德陽
團隊、藍先元團隊、中亞聯大 3D 列印醫療研發中心團隊等。
為協助各研究團隊和教師主動出擊，爭取榮譽，今年 8 月設立「中國醫藥大學各界榮譽
獎項推薦審查委員會」，此外，校方輔導媒合跨領域團隊將研究成果發表國際知名期刊，並
舉辦全國中醫藥書法比賽，發揚中醫藥文化傳遞人文精神價值，同時關懷地方創生，善盡研
究型大學的社會關懷與責任。
中國醫藥大學辦學宗旨：整合中西醫學，培育醫學人才，提昇醫療服務，增進社會福祉
願景：國際一流大學
定位：人文與專業並重、基礎與臨床整合的頂尖醫學大學
特色：
●

臺灣最具規模的中西醫學結合專業的學府

●

積極推展醫療與科技，創新生技模式，解決醫療難題，善盡社會責任

●

校務制度完善、財務穩健，董事會全力支持校院發展

●

最具規模的附設醫院，是全國績優醫學中心

「我們需要一個獨角獸；」洪明奇校長強調，中國醫藥大學必須開創多元產學經驗。他
從醫藥角度舉例，瑞士的人口不到 900 萬，台灣的三分之一，人家有兩個全世視覺很強烈，
世界前 10 大的藥廠，一個藥廠有一萬三千個員工，全世界的布局大概 10 倍，有 13 萬的員
工，同時製造大於員工數 5-6 倍的周邊的工作機會。一個獨角獸，就瑞士就 support 了將近
七、八萬人的工作機會，世界各地周邊靠它吃飯的有七、八十萬人。

30

學校現況 第一章

洪明奇校長懷抱信心說，人家可以，只要努力，我們將來也會有。況且，中國醫大已
經往這個方向走，諸如幹細胞研究團隊、細胞治療等，目前透過技術移轉的衍生新創企業有
12 家；他鼓勵同仁拉高格局，蔡董事長的前瞻視野是學習的好榜樣。
洪明奇校長形容，以前開發新藥要爬山找草藥，中國醫大猶如一座山，山不在高，有
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如果今天大家做的東西有 3P（paper,patent and product），
那麼就會成為我們的「仙」跟「龍」，仙名使山高，龍靈見水深，以後要找藥，就來中國醫
大。
洪明奇校長叮嚀同仁「家和萬事興」，我們要手牽手，和諧、團結、創新、卓越、共贏
走進世界百大。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9/16 1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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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多位學者
榮登「全球前 2％頂尖科學家」，私校第 2

近

期史丹佛大學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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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明奇校長與學術及行政主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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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共 52 位學者入榜
「終身科學影響力排行榜（1960 - 2020）」；同

洪明奇校長與學生親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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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終身科學影響力排行榜（1960 - 2020）入榜名單
賴明詔

洪明奇

高嘉鴻

姚任之

鄭泰安

李文華

鍾景光

趙坤山

林肇堂

吳永昌

蔡輔仁

郭悅雄

許重義

湯智昕

葛應欽

周昌弘

廖述盛

楊春茂

關超然

林清淵

蘇冠賓

林昭庚

李光申

陳宏基

王陸海

黃秋錦

謝慶良

洪士杰

徐國強

孫瑞昇

陳悅生

賴世偉

李采娟

侯庭鏞

彭文煌

張永勳

林文川

林以文

高尚德

顏宏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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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0 年度科學影響力排行榜入榜名單
賴明詔

姚任之

洪明奇

廖述盛

湯智昕

蘇冠賓

高嘉鴻

吳永昌

鍾景光

鄭泰安

蔡輔仁

郭悅雄

陳得源

林肇堂

徐國強

林振文

洪士杰

謝英恒

趙坤山

王紹椿

山口浩史

林正介

周昌弘

林昭庚

李光申

謝慶良

楊春茂

賴世偉

侯庭鏞

謝明佑

葛應欽

黃彬芳

李采娟

蘇百弘

陳怡文

陳郁文

林鴻志

項千芸

顏宏融

陳宏基

彭文煌

陳興忠

謝嘉容

江秀梅

張永勳

黃升騰

林以文

程錦宜

高尚德

陳 建 仁 前 副 總 統、 蔡 長 海 董 事 長 主 持 本 校 參 展
「2021 亞洲生技大展」開幕式

林正介副校長主持中部地區七所大學校院簽署
「2021 永續智慧創新黑客松競賽」協作平台儀式。

資料來源：https://www.elsevier.com/zh-tw/solutions/scopus/worlds-top-2-percent-scientists-2020-taiwan
本校校園新聞 202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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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林昭庚教授榮登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
中醫針灸研究華人第一

中

國醫藥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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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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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s of Acupuncturology」，作為醫

林昭庚教授榮登全球前 2% 頂尖科
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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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史丹佛大學近期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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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排序，林昭庚教授在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中的前 1%。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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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 榜 單 是 由 美 國 史 丹 佛 大 學 John P.A.Ioannidis 教 授 團 隊、Kenin W.Boyack 博 士 與
Elsevier 研究資料分析總監 Jeroen Baas 一起合作，「學術生涯科學影響力排行榜（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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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以及「2020 年度科學影響力排行榜」兩個榜單以 Scopus 資料庫為基礎，並依據六
種關鍵指標進行評分：(1) 總引用次數、(2)Hirsch h-index、(3) 共同作者修正的 Schreiber Hmindex、(4) 單獨作者、(5) 單獨或者第一作者、(6) 單獨、第一或者最後作者的文章引用次數。
本次發布 2021 年版本，擷取時間為 2021 年 8 月，統計數據時間範圍從 1960 至 2020 年。
▍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榜單來源：
英文版本 : https://elsevier.digitalcommonsdata.com/datasets/btchxktzyw/3
中文版本：https://www.elsevier.com/zh-tw/solutions/scopus/worlds-top-2-percent-scientists-2020taiwan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2/01/28 10: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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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世界頂尖醫學科學家排行榜
校長洪明奇院士排名台灣第二、
及四位學校領頭羊學者

學

術網站 Research.com 最新發表 2022 年全球頂尖醫

學科學家排行榜，臺灣學者共有 35 位入榜，前副

總統陳建仁院士排名第一，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
士排名第二，以及醫學院薛博仁副院長、許重義講座教
授、副校長蔡輔仁特聘教授及湯智昕研發長等四位校內
學者榮登領頭羊，展現中醫大最佳的學術領導地位，將
繼續帶領台灣醫學領域朝國際頂尖學術目標邁進。
Research.com 學 術 網 站 是 醫 學 領 域 研 究 的 網 站 之
一，提供自 2014 年以來有關科學貢獻的可靠數據，該
排名包含 2021 年 12 月 6 日收集的 h 指數、出版物和引
用值。
世界頂尖科學家排名的醫學領域領先科學家名單，
是 基 於 可 靠 的 Google Scholar 和 Microsoft Academic
Graph 上 166,880 名科學家的細緻檢查，對於醫學學科，
檢查了超過 65,743 個檔案。

台灣頂尖醫學科學家洪明奇校長
（前）與醫學領域的翹楚蔡輔仁副
校長、薛博仁副院長、許重義講座
教授及湯智昕研發長（右起）合影

在臺灣醫學領域入榜的 35 位學者中，前副總統陳
建仁院士 H-index 為 155，台灣排名第一，世界排名 342；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台
灣排名第二，以及校內四位榮登領先科學家分別是：
洪明奇校長：H-index 為 152，台灣排名第二，世界排名 386，主要研究為基因，癌症，
醫學領域。
薛博仁副院長：Hi-index 為 98，在「醫學」領域，台灣排名第六，全世界排名 4036。
在「微生學」領域。台灣排名第一，全世界排名 96。
許重義講座教授：H-index 為 78，台灣排名第 21，世界排名 10463，主要研究為醫學領
域，基因，中風，醫療大數據。
蔡輔仁副校長：H-index 為 75，台灣排名第 25，世界排名 12030，主要研究為基因，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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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領域。
湯智昕研發長：H-index 為 71，台灣排名第 30，世界排名 14685，主要研究為基因，癌
症，醫學領域。
Research.com 是在 2013 年成立（原名：Guide2Research）的學術網站，自 2014 年以來
在電腦科學、電子電機工程領域發布科學論文相關數據，2022 年改版為 Research.com，並新
增生物學、醫學、經濟學、地球科學、化學、數學等多種領域。
資料來源：https://research.com/scientists-rankings/genetics-and-molecular-biology/tw
https://research.com/scientists-rankings/biology-and-biochemistry/tw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2/04/25 15: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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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世界「基因與分子生物學」領域頂尖科學家
本校講座教授李文華院士、蔡輔仁特聘教授
榮登臺灣第二、三名

學

術網站 Research.com 最新發表 2022 年全球頂尖科學
家排行榜，在「基因與分子生物學」領域，臺灣學者

共有 12 人入榜，中國醫藥大學講座教授李文華院士、蔡輔
仁特聘教授分別榮登臺灣第二、三名，帶動台灣醫療教育
與研究發展邁向國際，取得最佳的學術領導地位；在全球
高等教育雷達的螢幕上閃閃發光。
Research.com 蒐集來自 Google 學術搜尋和微軟知識圖
譜（Microsoft Academic Graph）的資料，以 H-index（註：
代表有 H 篇論文的引用數超過 H 次）、在領域內的貢獻、
科學家的獎項和成就等項目，來篩選該領域的頂尖科學家。
在「生物學與生物化學」和「基因與分子生物學」領域，
分別篩選了 2.3 萬人、1 萬人的檔案，入選者的 H-index 最

本校前校長李文華院士（左）與
蔡輔仁副校長帶領科研究水準躍
升。

低為 40，並由 H-index 高低進行排名。
在基因與分子生物學領域，台灣共有 12 名入榜，第一名為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特聘研究員李文雄院士，H-index 為 110，世界排名 296，主要研究遺傳學、生物資訊學、
分子演化等。第二名為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李文華院士（前中國醫藥大學校
長），H-index 為 79，世界排名 1024，主要研究癌症生物學、癌症基因、胰臟癌等。第三名
為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特聘教授蔡輔仁，H-index 為 67，世界排名 1725，主要研究內科醫
學、遺傳學、癌症等。
Research.com 是在 2013 年成立（原名：Guide2Research）的學術網站，自 2014 年以來
在電腦科學、電子電機工程領域發布科學論文相關數據，2022 年改版為 Research.com，並新
增生物學、經濟學、地球科學、化學、數學等多種領域。
資料來源：https://research.com/scientists-rankings/genetics-and-molecular-biology/tw
https://research.com/scientists-rankings/biology-and-biochemistry/tw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2/04/18 15: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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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亞洲大學排名
Asia University Rankings
國內大學

亞洲排名

臺灣排名

國立臺灣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5

1

國立清華大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59

2

中國醫藥大學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60

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1

4

臺北醫學大學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64

5

國立交通大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69

6

私校排名

1

2

國立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78

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93

8

國立陽明大學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102

9

長庚大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137

10

3

黃金年代大學排名（建校 50~80 年）
Best 'Golden Age' universities 2019
國內大學

臺灣排名

世界排名

中國醫藥大學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

72

台北醫學大學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2

77

國立交通大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3

8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4

97

2021 世界大學學科排行
英國泰唔士報高等教育特刊評比
2021 英國泰唔士報（THE）世界最佳大學排名
世界排名

493、臺灣排名第 5、私校排名第 2
別

世界排名

臺灣排名

私校排名

生命科學、臨床與健康

類

生命健康

第 497 名

第3名

第1名

兩大學科排名亮麗

臨床與健康

第 198 名

第3名

第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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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QS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
本校表現亮眼
類

別

Life Sciences & Medicine

世界排名

臺灣排名

私校排名

第 248 名

第4名

第2名

Anatomy & Physiology

第 51-100 名

第2名

第1名

Pharmacy & Pharmacology

第 101-150 名

第3名

第2名

Medicine

第 201-250 名

第5名

第2名

本校【110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劃】成績卓越
全國排名第

3名

全國私立大學排名第

1名

學校名稱

全國排名

110 年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劃經科技部核定，本校核定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

1

131 件，僅次於台大、成大，全國排名第三，私校排名第一，

國力成功大學

2

表現亮眼！！

中國醫藥大學

3

本校榮登 2021 上海交大
《世界大學學術排名》
2021 上海交大《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第
大學名稱

237 名，全臺第 2、私校第 1

世界排名

臺灣排名

國立臺灣大學

221

1

中國醫藥大學

237

2

國立成功大學

409

3

國立清華大學

438

4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445

5

長庚大學

456

6

國立中山大學

657

7

臺北醫學大學

705

8

3

高雄醫學大學

742

9

4

亞洲大學

804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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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泰唔士高等教育特刊
2022 新興經濟體
世界大學排名

英國泰唔士高等教育特刊
2022 世界最佳大學排名
學校名稱

世界排名 臺灣排名 私校排名

國立臺灣大學

113

1

臺北醫學大學

231

2

陽明交通大學

305

3

中國醫藥大學

318

4

國立清華大學

386

5

亞洲大學

586

6

國立成功大學

637

7

臺灣科技大學

641

8

私校非醫大
排名

學校名稱
國立臺灣大學

9

1

1

16

2

陽明交通大學

23

3

中國醫藥大學

27

4

2

國立清華大學

36

5

1

資料來源：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
world-university-rankings

University Ranking
by Academic Performance
世界大學學術表現排名
本校榮登 URAP2022 排名
臺灣共 58 所大學
入榜

世界排名

臺灣排名

國立臺灣大學

136

1

273

2

397

3

國立成功大學

399

4

國立長庚大學

489

5

國立成功大學

51

6

亞洲大學

54

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67

8

臺灣科技大學

75

9

國立中山大學

134

10

私校排名

學校名稱

世界排名

臺灣排名

國立臺灣大學

192

1

國立清華大學

375

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587

3

國立成功大學

635

4

1

國立中央大學

724

5

中國醫藥大學

771

6

2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870

7

國立清華大學

502

6

臺北醫學大學

902

8

525

7

3

國立中山大學

967

9

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11

10

長庚大學

1029

11

高雄醫學大學

656

8

767

9

國立中央大學

768

10

1
2

3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
2022 全球最佳大學排名

臺北醫學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私校排名

資料來源：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
2021/10/21

2021/09/02

中國醫藥大學

臺灣排名

臺北醫學大學

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世界排名

私校排名

1
2

3

資料來源：https://www.usnews.com/education/
best-global-universities/rankings
2021/10/26

土耳其中東理工大學 2021-12-15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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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積極提升教育品質
和研究能量

為

追求國際一流大學地位及發展頂尖研究中心，攬才育才為首要方針；近年來，本校搭
配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之「玉山學者國際攬才」、「彈性薪資」及「教授學術加給提

高 10%」等方案，以及本校之「英才學者」和「英才青年學者」計畫，持續延攬國際級教授
及國內外頂尖學者，提升教育品質和研究能量，並指導校內年輕有潛力之教師與研究生，作
為推動校院團隊向前發展的動力引擎，促使本校之研究教學更上一層樓。
不僅如此，本校自 2005 年推動「三年百師」計畫之後，為配合校務中長期發展與辦學
目標，2016 年 3 月，蔡長海董事長宣布再砸重金 30 億元，延攬 100 位國內外新銳師資人
才，展現追求國際一流大學的魄力和決心。
過去三年，本校延攬新聘教師達 125 人，佔全校教師 30％，這批頂尖國際學者替教學、
研究注入活水，不僅大幅改善師資結構、降低生師比，尤其為學術研究注入巨大的能量，更
應用其國際學術影響力，引進其研究團隊與相關軟硬體資源，形成優異之學術與教學相輔相
成氛圍，提升本校相關研究的質與量，在學校發展進步過程中創造價值，其成果如下：

一、禮聘國內外頂尖學者擴增新團隊
108 年本校延攬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學術副校長洪明奇院士擔任中國醫藥大學校
長，並於 109 年加入新藥開發研發中心且領導 TD-3 團隊。洪校長曾多年任職於安德森癌症
中心基礎研究副校長及分子與細胞腫瘤學系主任，並曾任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基礎及臨床前
審查委員會成員、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計畫審查小組成員，更應邀參與美國國家癌症研究
院轉譯臨床研究工作組的圓桌會議及會議籌備委員，研討未來美國轉譯臨床研究的方針。
洪校長是唐獎和 105 年 Pezcoller 基金會 - 美國癌症研究協會獎（Pezcoller foundation-AACR
Award）的評選委會委員，並擔任多種癌症研究雜誌的編委，包括知名期刊癌細胞雜誌
（Cancer Cell）創始編委之一、美國癌症研究雜誌主編（AJCR，2015-）及癌症研究雜誌資
深編輯（Cancer Research，2018-2021）。TD-3 團隊也合聘中央研究院基因體中心之林國儀
及馬徹研究員以及陳曄博士及楊文豪博士，自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延攬王紹椿教授加入 TD-4
團隊，110 年度邀請中山醫學大學前校長蔡嘉哲教授領導 TD-2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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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積極延攬優秀國外學者
108 年延攬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at Dallas）江正明
教授及 Inserm & University Paris Diderot 的 Moncef M. Zouali 教授為玉山學者。江正明教授
為分子醫學專家，長期專注於 BRD4 之表觀遺傳研究，也加入指導 TD3 之低氧下癌症之表
觀遺傳新藥之開發。Moncef M. Zouali 教授為免疫學專家，長期專注於 B 細胞之 DNA 甲基
化研究，目前與本校之免疫研究團隊進行共同合作，針對自體免疫疾病進行藥物開發。
109 年延攬 5 位海外優秀學者，李興國（University of Rochester）、譚明（美國南阿拉巴
馬 大 學 ）、 楊 哲 彥（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ion）、 張 君 如（Roswell Park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Alexandra Aicher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Australia)。 其 中 張
君如教授（表觀遺傳學與癌症生物學）與楊哲彥教授團隊研究名為「TET2 directs mammary
luminal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endocrine response」，榮登國際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獲得醫學界的高度關注，有助於乳癌臨床治療並提昇病人的福祉；此外，Alexandra Aicher
教授（表觀遺傳學與癌症生物學）專長為胰臟癌之癌症免疫療法。
110 年延攬 3 位海外優秀學者山口浩史教授、徐沺教授、郭樹勳講座教授，其中徐沺教
授研究率先使用多種模式生物比較腫瘤相關基因在胚胎發育中的功能，也提出抗癌新方向從
系統生物學的角度看待患病組織與整個身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具突破性的貢獻；郭樹勳講座
教授為神經外科醫生暨腦腫瘤科學家，專門從事成人腦腫瘤的複雜手術，同時領導並共同撰
寫了有關腦部腫瘤臨床治療的國家指導方針。

三、網羅國際名師進行合作研究及發表頂尖論文
本校積極與國外主流大學優秀教授學者建立長期共同培訓的機制，共同指導博士生及共
同發表論文。同時也邀請合作學者來校訪問教學，與本校師生直接交流進行實質合作。幹細
胞與細胞治療研究團隊 108 年與美國南加大鍾正明院士合作幹細胞研究，指導本校張緯玲博
士以第一作者身分於發表論文於國際期刊《細胞》期刊（IF: 36.216），此研究採用跨領域
的方法來探討羽毛再生的分子控制和結構組織，結果發現真皮乳頭內的 Wnt2b 訊號控制可
以導致時空相關的鱗狀細胞命運。
標靶新藥團隊許凱文助理教授 109 年與美國芝加哥大學 Chuan He（何川）教授及林
口長庚醫院吳國瑞教授及其該單位癌症基因體研究中心（Cancer Genome Research Center；
CGRC）一起共同合作，成果刊登於《Molecular Cell》（IF=15.584），此研究探討並揭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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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表觀遺傳修飾於基因調控上的機制。
110 年許翺麟教授團隊與美國密西根大學機械系團隊合作，開發出用於研究模式動
物—線蟲—認知學習功能的 Worm Maze；並以此一系統研究老化所造成的認知功能退
化，並發現斷食療法可以有效延緩老化造成的認知功能退化。研究成果也於 110 年 4 月在
《iScience》期刊，此論文更被選為當期 Featured Article。
「培育年輕領導及高階研發人才」是本校長期發展的重點工作之一，配合本校之「英才
青年學者」計畫、「延攬海外新銳菁英」及特色研究中心延攬各領域之學者，形成跨學院整
合的教授團隊，以提升年輕學者們領導及參與研發之能力，其成果如下：

(1) 延攬海外新銳菁英科學家
108 年從美國安德森癌症中心及德州大學網羅 4 名癌症生物學相關之年輕科學家：許榮
茂助理教授（藥物研發及癌症免疫治療）、李培志助理教授（藥物研發及癌症標靶治療）、
楊文豪助理教授（癌症生物學及免疫微環境）、劉彥良助理教授（腫瘤類器官高通量影像篩
選）。劉彥良博士更獲得科技部「哥倫布計畫」補助，並獲得本校一對一之研究經費相對配
合款。
109 年 延 攬 5 位 海 外 優 秀 年 輕 學 者， 黃 騰 緯（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翁 鳳 如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徐 玉 恬（Stanford University）、 徐 昭 業（ETH
Zurich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Zurich)）、王志豪助理教授（哈佛醫學院）；
其中王志豪博士曾任哈佛醫學院博士後研究員，其使用 CRISPR-Cas9 為媒介之基因活化系
統，具有能改造患者自身白色脂肪的可能性，將有潛力成為肥胖和糖尿病的治療策略，更榮
登國際期刊《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IF: 16.304）同時還被《Nature Reviews》選
為重點研究報導。

(2) 優秀助理教授延攬暨培養
本校針對年輕有潛力的博士提供優質研究環境及充足種子經費，並由資深教授指導，
已培養出許凱文助理教授（專長癌症生物及表觀遺傳學）、徐婕琳助理教授（專長分子生物
學）、王韋然助理教授（專長腫瘤免疫治療）及賴勇志助理研究員（專長生物資訊分析）
等，其中徐婕琳助理教授於《EMBO Molecular Medicine》期刊（IF: 10.3）發表的「Glutathione
peroxidase 8 negatively regulates caspase-4/11 to protect against colitis」，其找到一個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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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道發炎性疾病的機制，對於發炎性大腸炎的預防及治療都具有指標性的意義。109 年延攬
2 位國內優秀年輕學者，賴姝蓉專案助理教授（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專長蛋白質體
學與蛋白質後轉譯修飾、許銘娟助理教授（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專長癌症生物與表
觀遺傳學。110 年自成大基礎醫學研究所延攬王紹銘博士，專長神經科學及癌症幹細胞，新
藥開發研究所助理教授嚴玉婷博士，畢業於台大免疫所，專注於間質幹細胞及腫瘤 organoid
culture 研究，先後以第一作者身分發表論文於《Nature Communications》、《Commmunictaions
Biology》及《Cells》等國際期刊。

(3)「醫師科學家」MD / PhD Program
為培育新世代優質醫療人才，具臨床經驗與探索揭露疾病機轉、研發創新診斷與治療
方法的科學家，解決重大醫學難題；本校推動「MD/PhD（醫師科學家）Program 3.0」，並
增訂醫師科學家辦法，減少看診天數培育年輕醫師科學家，鼓勵積極投入新藥開發領域之基
礎、轉譯及臨床研究，此外，舉辦千里馬學術會議，每月邀請學術或實務界之講師，針對其
研究領域進行演講，為學生提供最新的學術或實務資訊。

(4) 國際共同合作培育人才
為強化國際人才培育，並深化碩博士班課程架構，本校透過與國外標竿學校或名校建立
碩博士「雙聯學位學程」，吸引國外教授來校指導碩博士生論文研究。本校已與美國安德森
癌症中心、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及喬治亞理工學院等校簽訂 MOU，進行國際雙聯學位與國際
共同人才培育，如邀請 CSI 鄭敏展教授指導與合作 Cancer Genome 研究；邀請北卡羅萊納大
學黃力夫教授指導與合作 miRNA 奈米藥物釋放；邀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C Irvine，以下
簡稱 UCI）之 Peter Kaiser 教授及潘玉華院士指導與合作乳癌分子機轉探討；與邀請哈佛大
學張毅教授指導腫瘤表觀遺傳探討及相關研究。
108 年也與標竿中心國立新加坡大學 Cancer Science Institute（CSI）簽訂合作備忘錄
加強教學、研究及醫療方面的國際研究合作外，並與泰國瑪希敦大學的 CMU-MU Joint
Symposium、與新加坡大學的 The 3rd CMU NUS Joint Symposium、與日本北海道大學的 The
2nd CMU HU Joint Symposium 及與日本東京大學的 The 2nd CMU UT Joint Symposium 舉辦 4
場雙邊國際研討會，透過本校的『國際共同人才培育計畫』及『培英計畫』鼓勵博士生赴國
外知名校院或機構研習，過去 3 年間甄選共 8 名博士班學生，分別前往哈佛大學進行藥物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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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研究及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進行合作大學進行為期兩年之研修。

(5) 培育新藥研發及管理相關人才
因應創新研發衍生的專利與技轉，本校先後成立製藥碩士學程及新藥開發研究所，並與
人文與科技學院的科技法律與管理合作，培養新藥開發領域的智慧財產權法與科技管理領導
人才；新藥開發研究所 108 學年度起招收碩士班，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學位學程 110 學年度
開始招收碩士班，讓人才培育更為周全。110 年舉辦「研究計畫提升系列講座」3 場及「現
代生物醫學講座」20 場，邀請對科學或新藥開發感興趣之學生，以全英文授課方式與大師
對話，開拓年輕學子之視野。

(6) 高額獎助學金
為培育新藥開發優秀人才，本校與中研院等研究機構合作提供高額獎助學金，如與中研
院共辦之癌症藥物與研發博士學位學程，可獲得每個月 4 萬元以上之獎助金。此外，自 108
學年度起，本校另新設博士生『拔萃獎』與『礪金獎』分別給予每月 4 萬元以及每月 1 萬元
之生活助學金，以吸引並鼓勵進行研究。109 學年度菁英博士生競賽『拔萃獎』共有 10 位
博士生申請，共 6 位同學獲獎，這些都是未來中醫大及台灣生醫新藥開發學界之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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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延攬師資人才
校長洪明奇院士美國延攬人才風雪無阻

中

國醫藥大學為朝向國際一流大學的辦學目
標前進，積極延攬國際名師，洪明奇校長近

日利用赴美講學期間，風塵僕僕飛往波士頓哈佛
大學及德州休士頓安德森癌症中心等醫學重鎮網
羅海外師資，芝加哥之行還遇上大雪空中交通受
阻，班機易地降落，遂以視訊方式與同學們會談，
消息傳開，廣受台灣旅美學術界的肯定與讚賞。
“大學”要有大師和一流的人才，洪明奇校

洪校長在哈佛大學醫學院主持海外人才延
攬說明會

長期待國際名師能為教學、研究注入活水，給學
生國際級視野，帶動校務發展飛躍進步。
洪明奇校長獲邀赴美出席亞特蘭大擧辦的
「2019 美國癌症研究學會年會」並發表演講期
間，分別在波士頓、芝加哥及德州安排海外人才
延攬座談會，4 月 14 日下午在駐芝加哥辦事處
舉行的說明會，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科技組李君浩組長的協助，以及駐芝加哥台北經

洪校長在哈佛大學醫學院與海外留學生合
影。

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董慶豐組長、教育組 Wendy
Chen 小姐及經濟組鄭錦松組長的大力幫忙而促成。
沒想到，當天芝加哥天候異常突然降溫大雪濛濛，空中交通受阻，洪明奇校長與休士頓
科技組李君浩組長（台大電機教授）搭乘的班機在空中數度盤旋約半小時後，易地降落在愛
荷華州的得梅因小機場，洪校長只好在機場以視訊的方式與同學們會談，留下一次難忘的經
歷。
一直停留到下午五點之後，班機才起飛再回芝加哥機場，洪校長與李君浩組長在延遲 5
小時後趕抵芝加哥的會場，與芝加哥 TECO 教育部的代表董慶豐組長（David Dong）以及幾
位留學生、博士後同學繼續座談，洪校長介紹本校辦學優勢特色和 CMU 英才計畫，駐芝加
哥經濟組鄭錦松組長並解說「經濟部全球競才方案」、休士頓 TECO 的科技部代表李君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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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簡報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方案、科技部推
動的「哥倫布計畫」及「愛因斯坦培植計畫」，
鼓勵年輕研究學者投入有潛力之重大創新構想，
參與國外研究機構進行研究與交流。
4 月 13 日在德州休士頓安德森癌症中心舉辦
的人才延攬說明會，其中一位是今年哥倫布的得
獎人，洪明奇校長鼓勵海外優秀人才加入中國醫
大的行列。

洪校長在哈佛大學與學生座談互動熱絡

洪明奇校長還透過駐波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及波士頓生物科技協會的協助，4 月 5 日在
哈佛大學醫學院 Dana Farber Cancer Institute 進行
延攬海外「英才學者」，他親自主持座談並說明
中國醫大的辦學特色與優勢，這場國際人才延攬
說明會吸引留學生參與熱絡。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4/18 09:49:00

洪校長在德州休士頓安德森癌症中心與海
外學子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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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8 - 11 0 年 新 聘 教 師
姓

名

專

長

醫學院
醫學系學士班
王志堯講座教授

過敏、臨床免疫、生物生化、分子生物及微生物、臨床醫學。

薛博仁教授

內科感染、臨床微生物、抗藥性機轉和監測、分子流行病學。

林俊哲教授

內科學、醫學倫理、胃腸學、肝臟學、醫學教育、消化系內視鏡診斷及治療。

許秉毅教授

胃腸醫學、肝炎、腸道微菌叢。

吳漢屏教授

小兒科專科、兒童急診醫學。

阮春榮教授

神經及頭頸部影像診斷學、醫學影像分析、磁振造影學。

李光申教授

幹細胞研究、組織工程學、細胞生物學、骨科醫學。

孫瑞昇教授

臨床骨科學、醫學工程學、組織工程、生物力學。

郭錦輯副教授

醫學、流行病學、數據科學。

陳鴻仁副教授

肺癌、胸腔超音波、重症照護、氣喘、慢性阻塞性肺病。

郭書瑞助理教授

骨科學、解剖學。

陳欽昶助理教授

內分泌學、粒線體醫學、肝臟代謝疾病研究、糖尿病研究。

黃建中助理教授

內科學、風濕病學、免疫學、過敏醫學、關節炎、分子醫學。

郭慧亮助理教授

微生物及免疫學、藥物抗癌機轉。

連銘渝助理教授

頭頸癌及食道癌、血液相關癌症（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及骨髓移植。

吳柏樟助理教授

過敏免疫風濕醫學。

沈德群助理教授

一般醫學、重症醫學、內科醫學、高壓氧治療學、胸腔醫學、流行病學。

施秉庚助理教授

整形外科學、醫學美容、癌症及創傷重建、醫療法律。

林聖哲助理教授

整形外科、醫學倫理、再生醫學、公共衛生、脂肪幹細胞。

林有騫助理教授

主動脈剝離潛在生物標誌蛋白與臨床表徵之關聯性研究。

李建智助理教授

外科學、醫學教育、整形外科、解剖學、幹細胞研究、醣蛋白及轉譯後修飾。

陳肇烜助理教授

神經外科學。

黃佩真助理教授

婦產科學、生殖與內分泌學、不孕症與人工生殖技術。

楊文傑助理教授

一般兒科醫學、兒童急症、環境醫學急症、兒少不當對待、兒童急救訓練。

陳俊佑助理教授

兒科學、兒童急診醫學、兒童高級救命術。

江秉穎助理教授

睡眠醫學（含睡眠外科）、耳鼻咽喉頭頸醫學、睡眠科技、醫務管理。

胡松林助理教授

家庭醫學、安寧緩和醫學、預防醫學、老年醫學。

52

師資延攬 第二章

姓

名

專

長

盧菁華助理教授

生物標記研究、生物資料庫建立與管理、神經退化性疾病臨床照護與研究。

許怡婷助理教授

神經退化性疾病診斷治療、癲癇診斷治療、亨丁頓式舞蹈症小鼠病生理機轉研究。

許凱程助理教授

神經科學、醫療人工智慧、生醫訊號處理、系統生物學、生物資訊學、醫學影像。

張倍禎助理教授

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張俊鴻助理教授

精神醫學、統合資料庫研究、機器學習。

施宏謀助理教授

神經醫學、急診醫學、重症醫學、公共衛生。

許太乙助理教授

急診醫學、公共衛生流行病學。

王帝皓助理教授

專長臨床及放射治療醫學，擅長資訊與醫學結合，醫療影像分析與人工智慧開發。

林膺峻助理教授

放射線腫瘤治療學、癌症治療。

Aragon Sequeira
Miguel Angel 專 案 器官移植。
講師
Jonathan
Cuauhtemoc
Velazquez Mujica
專案講師

Iymphatic Surgeon、Aesthetic Surgeon。

Chen Alexander Yu
婦產科。
Shiuan 專案講師
Loh Sue Ann 專 案
婦科。
講師
生物醫學研究所
Zouali Mohamed
類風溼性關節炎、藥物基因組學、DNA methylation。
Moncef 專案講座教授
徐沺講座教授

癌症生物學，免疫學。研究組織發炎與癌症發生之關係。

鄭泰安專案教授

臨床精神醫學、精神流行病學、轉譯精神醫學、藥物遺傳學。

郭樹勳講座教授

腦腫瘤神經外科、垂體瘤、分子，轉譯和臨床癌症和腦神經醫學科學研究。

山口浩史教授

Cancer Biology, Signal transduction, Drug resistance。

Aicher Alexandra
Immuno-Oncology。
Sylvia 教授
譚明教授

腫瘤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楊哲彥副教授

癌症生物學、細胞 / 分子生物學、胚胎發育學、神經生物學、訊息傳導學。

李興國副教授級專
癌症表觀遺傳學、癌症標靶治療、蛋白質轉譯後修飾。
業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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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專

長

賴姝蓉專案助理教授 微生物學、蛋白質體學、蛋白質轉譯後修飾。
翁鳳如助理教授

神經科學。

黃騰緯助理教授

神經生物學、神經膠細胞、中樞神經系統損傷修復機制、星狀細胞瘤。

李培志助理教授

癌症治療與復發之研究。

王紹銘助理教授

神經退化性疾病、神經性疼痛、癌症幹細胞。

王志豪助理教授

肥胖、糖尿病、基因編輯與治療、代謝體分析、細胞治療、粒線體醫學。

楊文豪助理教授

分子生物學、腫瘤生物學、腫瘤免疫學。

徐昭業助理教授

Cell biology/Mechanical biology。

江智聖助理教授

奈米科技、藥物傳遞系統、免疫療法、熱治療、標靶治療、精準醫療。

王雪君助理教授

生化學、分子生物學、免疫學、分子免疫學、免疫代謝。

許榮茂助理教授

蛋白甲基化修飾、癌症免疫治療、訊息傳遞。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林瑜姿助理教授

基礎微生物學、生物技術學、臨床微生物學、微生物及免疫學、分子生物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施政廷助理教授

醫學成像物理、定量影像生物指標、多孔結構設計、深度學習應用。

劉欣怡助理教授

放射生物、核子醫學、癌症治療、免疫治療。

黃智洋助理教授

放射腫瘤學、腫瘤免疫學、癌症生物學、分子生物學。

新藥開發研究所
江正明客座教授

HPV Molecular Virology。

陳曄副教授

蛋白質化學、結構生物學、生物物理、蛋白質工程、利用蛋白結構開發新型藥物。

賴勇志助理教授

生物資訊、演化發育生物學。

中醫學院
中西醫結合研究所
吳永昌講座教授

中醫藥轉譯研究—中草藥新藥開發、天然藥物學、藥物化學。

祁祥正專案助理教授 表觀遺傳學、癌症生物學、內分泌學、細胞分化。
黃暐捷專案助理教授 訊息傳遞、癌症幹細胞、中草藥抗癌症幹細胞之機制。
宋瑛琪助理教授

中藥免疫、癌症免疫、免疫學、疫苗。

中醫學系學士班
許偉帆助理教授

肝臟疾病、臨床醫學研究、基礎醫學研究、資料庫研究、消化系內視鏡、消化系統
疾病、中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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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專

長

學士後中醫學系學士班
賴英秀副教授

中醫藥、針灸之相關研究。

吳美瑤助理教授

中醫內科學、中醫診斷科學、心律不整。

廖先胤助理教授

針灸學、中醫臨床試驗、醫學統計。

藥學院
藥學系
莊聲宏教授

新藥開發、抗癌藥作用機轉、基因治療、分子技術、蛋白質化學。

謝右文副教授

醫院藥局管理、臨床藥學、藥物動力學、藥劑學。

鄭奕帝專案助理教授 醫院藥學、臨床藥學、生物藥劑學、天然物化學。
吳坤璋專案助理教授 中草藥基原鑑定、中藥品質管制、中藥成分分析、中藥製劑。
陳育傑助理教授

臨床藥學、社會藥學、藥事經濟與效果研究。

陳泰霖助理教授

藥學、藥理與毒理、藥物化學。

余鍾苹助理教授

臨床中西藥物分析學、藥物交互作用、藥劑學、生物藥劑學。

藥用化妝品學系
李宥萱助理教授

毒理學、細胞生物學、皮膚免疫學、奈米醫學 / 毒理學、天然物預防皮膚過敏及老化。

生技製藥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楊春茂教授

神經老化、受損、保護與再生、抗氧化及抗發炎藥物研發與藥理作用機轉。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鄭婉汝副教授

睡眠醫學、成癮行為、職業心理健康。

鍾朝仁專案助理教授

空氣汙染與健康效應、大數據分析、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應用、流行病學、衛星遙
測資料與模式建立。

廖麗娜專案助理教授 生物統計、流行病學、研究設計與數據分析。
劉儼毅專案助理教授 基因體流行病學、傳染病生物資訊、病原微生物基因體研究、生醫大數據分析。
榮建誠助理教授

環境法醫技術的發展、塑膠顆粒的量測與分析、室內空氣品質與健康、大氣化學。

吳韻璇助理教授

社會流行病學、心理健康、全球衛生、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飲食環境與食品市場、
社會決定因素。

醫務管理學系
吳福興專案助理教授

智慧照護 / 醫療應用開發、快速磁振造影、數位信號處理、電子 / 射頻 / 光電應用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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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照護學院
護理學系
王小喬專案助理教授 內外科護理、中醫護理、呼吸道疾患症狀護理。
張芸甄專案助理教授 癌症護理、內外科護理學、身心靈治療、女性健康。
何雅芳助理教授

內外科護理學、腎臟照護、健康促進、護理研究、衛生教育。

常善媚助理教授

精神衛生護理學、社區護理學、教育心理學、科技與問題網路使用。

吳佩瑜專案助理教授 臨床營養、公衛營養、血液透析、糖尿病、meta analysis。
吳鎮天助理教授

食品營養（科學）/ 食品安全、毒理學、保健食品開發、營養與慢性腎臟病。

物理治療學系
張家銘專案助理教授 臨床骨科工程、生物力學、物理治療、醫療器材設計、運動力學分析、有限元素分析。
邱雅嵐專案助理教授 物理治療、運動科學、科技輔助 、程式設計。
林承頡助理教授

神經疾病物理治療、動作控制、動作分析。

賴宇亮助理教授

Biomedical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運動醫學系
曹榮鑣專案助理教授 運動營養學、運動增能劑和運動表現、運動生理學、體適能檢測與評估。
陳豐慈助理教授

健身運動心理學、競技運動心理學、身體活動認知神經科學、高齡健身運動處方。

楊雯雯助理教授

運動傷害防護、運動生物力學、運動器材與輔具設計、神經肌肉控制、適應體育。

蘇振銘助理教授

運動傷害防護學、基礎分子生物學、運動醫學、運動按摩學、健康促進。

陳依靈專案講師

健康體適能、運動處方、老人體適能學、身體活動及健康促進、有氧舞蹈、瑜珈。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張君如教授

癌症生物學、轉譯醫學、幹細胞學、藥理學。

李易撰專任助理教授 冷凍電子顯微鏡學、結構生物學、生物化學。
王韋然助理教授

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腫瘤生物學、腫瘤免疫學、抗癌藥開發及藥物抗藥性。

許銘娟助理教授

細胞分子生物學、腫瘤生物學、蛋白質轉譯後修飾、表觀遺傳學。

許蓓茵助理教授

癌症生物學、癌症基因體學、表觀遺傳（體）學、精準腫瘤學。

通識教育中心
盧裕倉專案助理教授 溫室氣體統計及分析、環境系統分析、資料包絡分析、生命週期評估。
陳昱文專案助理教授 桌球、運動社會學、運動休閒管理學、運動政策分析。

56

師資延攬 第二章

姓

名

專

長

徐金雲助理教授

邏輯、批判性思考、倫理學、哲學、醫學推理。

劉育寰助理教授

網路管理、系統管理、程式設計、影像處理、人工智慧、手機 APP 開發。

人文與科技學院
科技法律碩士學位學程
牛惠之副教授

醫療法、公衛法科技風險、國際經貿法、國際環境法。

簡至鴻專案助理教授 刑法、刑事訴訟法、刑事政策、犯罪學。
數位健康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林禹豪專案助理教授 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環境奈米科技。
謝嵩淮助理教授

生物醫療資訊、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

醫學工程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莊曜宇教授

生物晶片、次世代定序、生物資訊、癌症生物、精準醫學、腸道菌、生醫大數據 &
AI。

李建樂助理教授

生物資訊學、計算生物學、次世代定序、資料庫、分散式計算、大數據分析。

劉彥良助理教授

螢光顯微鏡技術、生物物理、細胞生物學、癌症檢測、幹細胞與組織工程。

2020 新進教師研習

2021 新進教師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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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引領英才
本校延攬法國籍玉山學者曹利教授 Dr. Moncef Zouali
厚實學術科研能量

法

國籍免疫學家曹利教授 Dr. Moncef ZoualiDr
是研究狼瘡治療的世界知名學者之一，在

中國醫藥大學延攬國際人才策略下，他遠渡重洋
來台灣加入高教科研行列，對於厚實臺灣學術科
研能量，提升我國高等教育之國際影響力，具有
指標意義。
引 人 興 趣 的 是， 讓 國 際 學 者 來 台 追 求 更 尖
端的科研突破的誘因為何？曹利教授神情愉悅的

法國籍免疫學家曹利教授指導研究生做研
究。

說，中國醫藥大學有非常好的學術品牌，領導人
有明確的前瞻眼光，以及優秀的科研團隊與完善
的研究設施環境，所以，我來了。
曹利教授與中國醫藥大學結緣，始於 2016 年
8 月受邀來台灣參加第六屆 B 細胞及自體免疫疾
病國際會議，結識主辦這項國際會議的中國醫藥
大學醫學系蔡嘉哲教授，其間經過多次學術交流，
對於台灣免疫學領域的專家學者的和善、勤奮，
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欣然接受蔡嘉哲教授

蔡嘉哲教授與法籍曹利教授經常學術交流。

的推薦，成為教育部今年首次協助大學校院延攬
徵選的玉山學者之一。
曹利教授接受訪談過程，曾任中華民國免疫學會理事長及中華民國風濕醫學理事長
的蔡嘉哲教授介紹，Dr.Moncef Zouali 是一位免疫學家及分子生物學家，他的研究主題集
中於全身性自體免疫疾病與免疫學相關研究。Dr. Zouali 現於法國國家衛生與醫學研究院
（Inserm & University Paris Diderot,Sorbone Paris Cité）擔任研究主任 Director of Research 並
於 2010 受邀到南韓蔚山大學（Ulsan University）擔任 Fellow Professor 至今。Dr.Zouali 在學
術界的成果豐碩，他於 1982 年至 2018 年間，期刊發表共計 159 篇，其中 impact factor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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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5 的有 24 篇，這之中 impact factor 大於 20 的有 4 篇（如 Nature Immunology 等），並贏
得許多研究獎項。另外他擔任許多學術期刊的編輯委員，在許多高品質期刊中更擔任 ad hoc
reviewer。同時出版著作多達 20 本，如 The Epigenetics of Autoimmune Diseases 及 Molecular
Autoimmunity 等。
對於研究聚焦狼瘡，曹利教授興緻盎然的說，狼瘡是因為體內免疫系統的抗體分子失常
所引起。健康的身體在遭遇細菌等病原入侵時，會產生抗體，而這些抗體會鎖定外來入侵者
上的特定分子（抗原），然後直接攻擊；或將它們標示起來，讓免疫系統中的其他成員加以
摧段。然而狼瘡患者產生的抗體，卻會把自己身體的分子也視為外來物，而攻擊組織中的自
體抗原（self-antigen）。
這種自我攻擊的現象稱為自體免疫（autoimmunty），要釐清這種自體免疫疾病的來龍
去脈，是一項艱鉅的挑戰，但其成果將能帶來較佳的進一步治療辦法，曹利教授表示。
曹利教授很高興加入中國醫藥大學教學研究行列，透過與國際學術研究機構接軌合作，
追求更尖端的科研突破；他不僅與青年學子分享研究的心得和經驗，同時鼓勵研究生要找到
自己有興趣、喜歡的研究題目，而且要有助於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其次，在研究過程宜透過
深度深度討論與溝通，並廣納建言與勤奮不懈的努力，才能獲致成果，況且，曹利教授認
為，探索未知的研究是人生樂事。
世界頂尖學者猶如一道光，英才學子跟著光走，光跟光聚集的地方，光會越來越明亮。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4/16 09:17:39

60

師資延攬 第二章

邁向卓越
創造優良研究環境、並於其中奮鬥不懈
本校延攬海外菁英科學家劉彥良返台貢獻所學

2

019 年科技部年輕學者「哥倫布計畫」生物
醫學工程科學家劉彥良回台灣了。面對人生

的抉擇，他決定到中國醫藥大學來貢獻所學；劉
彥良博士不諱言說，他是被洪明奇校長的治學理
念與願景所激勵，「台灣的學術研究要更上一層
樓；」因為，實驗室的研究是真正能夠走進真實
的世界，以增進人類健康福祉！
在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生物醫學工程系

洪明奇校長延攬海外菁英科學家劉彥良返
台貢獻所學。

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的劉彥良博士，他與實驗室同
仁建置的「建構雙光子單鏡頭層光顯微鏡 Twophoton single-objective lens light-sheet microscope
以快速擷取癌症多細胞球體（cancer spheroid）或
腫瘤類器官（cancer organoid）之三維影像（Proc.
SPIE, 2019）研究計畫」，成功申請到 2019 年台
灣科技部「哥倫布計畫」獎助的學者之一。
哥倫布計畫的目的在於，培養具創新性、國
際性的優秀年輕學者，以及延攬海外的優秀年輕

科技部「哥倫布計畫」科學家劉彥良博士
加入中醫大研究行列。

研究人才返台任職，並著重建立國際合作研究團
隊，提升台灣國際學術競爭力。
「哥倫布計畫」科學家劉彥良博士的學術研究表現十分亮眼；2013-2018 年於德州大學
奧斯丁分校攻讀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時，在 Prof.Tim Yeh 的指導下，共同開發雙光子三維
單粒子追蹤顯微鏡（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5）與其單粒子追蹤演算法（Applied Physics
Letters, 2015），成功觀察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於細
胞膜運輸至細胞核膜表面之運輸軌跡與運動模式變化（Biophysical Journal, 2016）；後續更
進一步發現 EGFR 於細胞膜表面的運動軌跡，能作為辨別乳癌細胞株癌症轉移能力高低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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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物理標記（Scientiﬁc Reports, 2019）。
此一嶄新方法 - 以生物物理方式進行細胞表型分析，分辨攝護腺癌細胞株癌症轉移能力
之有效性也獲得確認（Cancers, 2019），劉彥良博士說，目前正與德州大學健康科學中心聖
安東尼奧分校進行合作，並著手準備臨床試驗：計畫從攝護腺癌病人血液分離循環腫瘤細
胞，追蹤細胞之 EGFR 運動軌跡以量化癌症轉移能力，此生物物理標記會進一步與單細胞基
因表達圖譜比較，分析兩者之關聯性，並確認此生物物理標記於臨床上使用的有效性。
做學術研究必須有興趣才行；劉彥良博士接受訪談時表示，大學時讀台大生命科學系，
當時對於基礎研究並不特別有興趣，在大四時修了台大醫工所的組織工程課，林嘷輝教授引
發了他對應用科學的興趣，隨後進入林教授實驗室開始專題研究，並確立自身的熱情所在，
於台大醫工所碩士班研究期間更進步一部發現自己的研究興趣，也確立他出國攻讀醫學工程
博士的方向。
在選擇博班學校時，主要考量指導教授的研究方向與研究環境，UT-Austin 生物醫學工
程系葉信志教授的研究題目以及他的研究哲學都很吸引他，葉教授也非常積極延攬台灣人
才，再加上 UT-Austin 頂尖的綜合型研究大學，軟硬體資源豐沛，研究領域多元，校園內有
諸多跨領域的合作，其學術聲望對生涯發展也很有幫助。
劉彥良博士回顧，在學習和研究的道路上，難忘恩師的提攜指導，尤其是，台大醫工
系林嘷輝教授啟蒙他對醫學工程的興趣，台大藥理所林泰元副教授帶領他走進幹細胞研究領
域，中研院物理所林耿慧副研究員指導他探究生物物理的奧秘。
碩士畢業後，劉彥良到台大醫院擔任臨床試驗助理期間，他加入台大醫院骨科的劉華昌
教授主持的幹細胞治療膝關節軟骨缺損臨床試驗計畫，受試者因接受治療後症狀減輕，生活
品質改善，從患者對於醫師之感恩之情，讓他切身的感受，實驗室的研究是真正能夠走進真
實的世界以增進人類健康福祉，也促使他決定繼續攻讀博士以期日後能夠以醫學工程專長能
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
劉彥良博士說，在 UT-Austin 攻讀博士期間，葉信志副教授的磨練讓他脫胎換骨成為一
個能真正深入研究且治學嚴謹的學術人，透過嚴格訓練讓他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者並足以自
立研究室；攻讀博士期間，曾和當時在 MD Anderson 的洪明奇院士交流合作，如今，中國
醫藥大學洪校長用心把在 MD Anderson 的研究與管理經驗帶回台灣傳承給新一代的殷切期
許，成為鞭策自己繼續前進的動力。
因緣際會，劉彥良於 2014 年獲邀參加波士頓台灣人生物科技協會（BTBA）年會，體
認 PhD 未來的發展有很多可能性，於是在研究之餘，積極於德州打造台灣人生物專業社群，
在 2014 年與顏碩廷博士一同創立德州台灣人生物科技協會（Texas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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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2014-2019 共舉辦五場年會，邀請
超過百名講者與近千名與會人次，成功深化台灣
人於德州生技領域產官學研的連結；他神情愉快
的說，TTBA 讓我大幅拓展人際關係，並深入了
解產業脈動與就業資訊，非常有助於規劃個人未
來的職涯發展。
就 拿 劉 博 士 自 身 為 例 來 說，2017 年 之 前 的
生涯規劃他是想往產業界發展，但後來在 TTBA
年 會 的 座 談 會 接 觸 到 學 術 創 業 家（Academic

科技部「哥倫布計畫」科學家劉彥良博士
有遠大的抱負。

entrepreneur）的概念：以大學教授的身分進行具
商業化價值之科學研究，再透過成立公司或技轉將其應用於社會，即「產學合作」共創多贏
的模式，劉博士覺得這種方式最能發揮其個人的人格特質、熱情所在及研究成果，於是開始
著手規劃我的學術創業家之路。
「哥倫布計畫」正是開啟劉博士學術創業家之路最重要的一塊拼圖；他懷抱信心說，
充足的研究經費得以迅速建立實驗室，採購儀器設備、招募研究人才、執行擬定的計畫，況
且，時間是研究人員的第一個敵人（Time is our ﬁrst enemy for research.），的確不可錯失良
機。
劉彥良博士所設定的研究方向為開發先進螢光顯微術與建立腫瘤類器官癌症預測模式；
他決定回台發展的想法，即想要結合在美國所學的尖端的生物細胞影像技術以及台灣多年來
在癌症基礎與臨床研究的能量，進行癌症檢測以及藥物篩選的研究；而科技部的「哥倫布計
畫」，能夠提供足夠的資源讓我在台灣成立實驗室進行研究；再者，台灣在生物醫學研究方
面，科學家與臨床醫生的合作緊密，讓他有信心能夠建立一個橫跨生醫工程以及癌症醫學的
合作團隊。
不僅如此，劉彥良博士還設定了到中醫大任職的四項努力目標：
1. 引進尖端細胞活體影像技術，結合台灣癌症臨床研究，開創類腫瘤癌症抗藥性研究模
式。
2. 以自身研究計畫連結台灣與德州兩地國際學術合作。
3. 培育台灣年輕學子並送至德州合作實驗室攻讀博士學位，以培養國際人才。
4. 建立具國際水準之研究團隊並解決台灣或亞洲地區所面臨的健康問題。
劉彥良博士心存感激的說，很慶幸地，在求學與工作過程中，遇到許多貴人願意拉我一
把，或是優秀的同儕相互競爭且合作，讓我能夠自信地邁向更高遠的職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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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你所愛，愛你所選；」劉博士也曾於大學時期迷失人生方向，不斷地探索自己熱情
所在，直到確立目標後，他義無反顧地勇往直前，他分享心路歷程與邁向卓越的成功秘訣，
在於加入或創造一個優良的環境，並於其中奮鬥不懈；也期許自己能成為他人生命中的貴
人，引領莘莘學子找到心之所向並幫助他們在人生的道路上成長茁壯。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12/18 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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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肥胖和糖尿病者福音
本校與美國哈佛醫學院合作團隊發表
基因活化治療策略刊登國際期刊《科學－轉譯醫學》

全

世界的肥胖和糖尿病患者持續上升，台灣中國醫藥大
學與美國哈佛醫學院合作團隊成功使用 CRISPR-Cas9

為媒介之基因活化系統，具有能改造患者自身白色脂肪的
可能性，將有潛力成為肥胖和糖尿病的治療策略，榮登國
際期刊《科學－轉譯醫學》，獲得國際媒體與醫學界的廣
泛關注和讚賞。
這項國際合作團隊研究成果發表《科學－轉譯醫學》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期刊名為「CRISPR 工程化之
人類類棕色脂肪有效減緩高脂食物引起之肥胖與代謝異常」
CRISPR-engineered human brown-like adipocytes prevent dietinduced obesity and ameliorate metabolic syndrome in mice；
由哈佛醫學院博士後研究的台灣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
究所王志豪博士擔任主持人，同時還被國際期刊《自然－
綜述》Nature Reviews 選為重點研究報導；洪明奇校長稱許
台灣年輕世代科學家的研究成果表現亮眼，令人激賞。

台灣年輕世代科學家王志豪博士
研究表現亮眼。

肥胖和糖尿病等代謝症候群目前在全世界影響約 23%
的成年人口，患病率有增無減。因此，如何找出治療方式
針對減少肥胖和糖尿病越來越受到醫學界的重視。
王志豪博士表示，研究團隊利用 CRISPR/Cas9 輔以設
計特定的 RNA 引子來開啟在人類白色脂肪細胞中內源性
UCP1 表達，有效使其工程化成人類類棕色脂肪細胞（human
brown-like, HUMBLE），HUMBLE 細胞不僅獲得人類棕色
脂肪之功能特徵，在免疫受損的裸鼠中所進行的移植治療
研究也表明，HUMBLE 細胞之移植有效增加肥胖小鼠之能
量消耗及體重下降，並改善葡萄糖耐受性和胰島素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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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轉譯醫學》期刊。

重要研究成果選輯 2019-2022

臨床研究逐漸顯示，成年人體內具有高代謝活性的棕色脂肪之存在，不同於白色脂肪
用來儲存能量，棕色脂肪可消耗體內過多能量，表明人體之棕色脂肪在對抗肥胖之潛力。低
溫環境刺激人體內之棕色脂肪的數量增加、活化，亦能提高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島素敏感
性；不過，相較於白色脂肪遍布成人全身之皮下及內臟且含量多，棕色脂肪只存在於少數且
深層的位置，如頸部、鎖骨上或脊椎旁，此一研究成功在把人體白色脂肪轉變成為棕色脂肪
來達到治療肥胖的效果。
王志豪博士表示，肥胖人群中，棕色脂肪的數量很少，白色脂肪數量很多，轉化肥胖者
原本過多的白色脂肪使其棕色脂肪化，進而增加能量消耗、血糖處理能力來作為潛在治療代
謝疾病的技術非常有吸引力。
在現今著重精準醫學治療上，細胞和基因療法的特異性和針對性無疑提供了更有效及準
確的治療策略；王志豪博士說，使用 CRISPR-Cas9 為媒介之基因活化系統，具有能改造患
者自身白色脂肪的可能性，且 HUMBLE 細胞移植的方式，將有潛力成為肥胖和糖尿病的治
療策略。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9/18 1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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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藥性之乳癌病患提出新的治療方向
本校英才學者團隊發表乳癌治療研究成果
榮登國際期刊《自然－通訊》

台

灣治療具抗藥性乳癌有突破性進展！中國
醫藥大學醫學科學家張君如與楊哲彥團隊

探索乳癌細胞基因發現，TET2 基因在乳腺發育和
細胞分化中扮演關鍵角色，此前瞻研究預期可為
抗藥性之乳癌患者提供新的診斷及治療方向。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張君如教授與
楊哲彥教授團隊這項研究成果，名為「TET2 主導

國際期刊《自然－通訊》。

乳腺管腔狀細胞分化及內分泌反應性」TET2 directs mammary luminal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endocrine response，榮登國際期刊《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獲得醫學界的高
度關注，有助於乳癌臨床治療並提昇病人的福祉。
乳 癌 是 台 灣女性癌症發生率的第一位；80% 的 乳 癌 患 者 是 屬 於 荷 爾 蒙 接 受 體 陽 性
（ER+）乳癌，因此適用抗荷爾蒙治療，其中阻斷荷爾蒙接受體（ER）的藥物泰莫西芬
（Tamoxifen）是早期標準的荷爾蒙治療選擇。
但是，臨床上常見有 ER+ 病人對荷爾蒙治療產生抗藥性；張君如教授與楊哲彥教授團
隊研究發現 15%-20% 的抗藥性源自於乳癌因 ER 基因甲基化，而導致 ER 表現偏低或喪失，
因而產生對荷爾蒙治療的抗藥性。
張君如教授表示，乳癌細胞可依基因表現形態不同，可分為：管腔狀型，HER2+ 型，
和類基底型（三陰型）；其中類基底型的乳癌細胞沒有 ER，對荷爾蒙治療有抗藥性，且最
為惡性；而管腔狀細胞表達 ER，高度分化，對荷爾蒙治療反應良好，預後較佳。
張君如教授說，DNA 去甲基酶（TET2）是一個重要表觀遺傳調控因子，TET2 缺失與
許多人類癌症有關；然而，TET2 如何在活體內調節乳腺細胞分化和乳腺腫瘤的發生仍是未
知。
對此，張君如教授及楊哲彥教授團隊建立了一個嶄新的 TET2 剔除小鼠模型，首次揭示
了 TET2 在乳腺發育和細胞分化中扮演關鍵角色，具 TET2 缺陷的乳癌小鼠快速產生類基底
乳腺腫瘤，且因為缺乏 ER 的表達，這些腫瘤對泰莫西芬具有高度抗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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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君如教授研究團隊並發現 TET2 和 FOXP1 形成染色
質複合物，協同主導 ESR1，GATA3，和 FOXA1 三個基因
的 DNA 去甲基化及基因表現，這三個關鍵基因已知對管腔
狀細胞分化十分重要，而在類基底乳癌中，這些基因經常
被 DNA 甲基化而無法表現。
因 此，TET2 基 因 的 缺 乏 會 使 ESR1，GATA3， 和
FOXA1 三個基因無法完全表現，因而阻礙乳腺幹細胞分化
成管腔狀細胞（ER+），此時乳腺幹細胞只能趨向分化為
具抗藥性的類基底細胞（ER-）。
張君如教授及楊哲彥教授團隊的醫學研究，闡明了
TET2 表達量的下降或缺乏可以用作預測人類乳癌細胞對荷

張君如教授與楊哲彥教授帶領的
菁英研究團隊。

爾蒙療法抗藥性的一個重要指標，TET2 表達量及活性的提
升有望成為對具抗藥性之乳癌病患的一個新的治療方向。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9/22 1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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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兒童神經母細胞瘤成長的機制
本校科研團隊與美國喬治亞大學發表合作研究成果
發表國際期刊《腫瘤發生》、《腫瘤標靶》

兒

童神經母細胞瘤患者的佳音！中國醫藥大
學生物醫學研究所李興國博士團隊與美國

喬治亞大學合作研究發現抑制兒童神經母細胞瘤
成長的小分子化合物 diamidine，此一研究成果發
表國際期刊《腫瘤發生》、《腫瘤標靶》之後，
獲得美國「拉力兒童癌症研究基金會」資助經費
10 萬美元，做為進一步的臨床前期試驗，讓中醫
大科研團隊振奮不已。

本校生物醫學研究所李興國博士研究表現
亮眼。

兒童神經母細胞瘤是非常惡性的腫瘤，也是
兒童最常見的顱外固態腫瘤，居兒童常見癌症第
四位，台灣每一年大約會有三、四十個確診病例，
這個疾病的特徵在於其多樣性，疾病表現變化多
端，發生的成因仍不清楚。
台灣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李興國博
士團隊，多年來持續從不同面向進行有關神經母
細胞瘤的分子生物學研究，同時與美國喬治亞大
學 University of Georgia 合作，希望發現新穎且相
對安全的治療方案。
李興國博士跨國科研團隊，最近發現一種名
為 PRMT1 的蛋白質在神經母細胞瘤的發病過程中
的新作用；更進一步發現有效抑制兒童神經母細
胞瘤成長的小分子化合物 diamidine，經動物實驗
証明有減緩腫瘤的生長功效，這項研究成果名為
『PRMT1 作為神經母細胞瘤的治藥標靶「PRMT1
as a Therapeutic Target in Neuroblastoma」，分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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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拉 力 兒 童 癌 症 研 究 基
金 會 」Rally Foundation for
Childhood Cancer Research

重要研究成果選輯 2019-2022

載於著名腫瘤學研究期刊《腫瘤標靶》Oncogenesis、《腫瘤發生》Oncotarget，受到醫學界
的關注。
中國醫藥大學李興國博士近日獲得美國「拉力兒童癌症研究基金會」Rally Foundation
for Childhood Cancer Research 資助經費 10 萬美元，做為進一步的臨床前期試驗，讓中醫大
科研團隊振奮不已。
李興國博士興奮表示，研究團隊獲得美國「拉力兒童癌症研究基金會」資助經費做臨床
試驗，希望新療法能儘速完成，造福更多的病童。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9/26 11: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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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站在癌症研究治療的前沿
本校積極延攬外籍人才，厚實學術科研能量

台

灣在創新學術研究領域的國際競爭力，實不
容小覷，尤其是對癌症免疫治療的調控策

略上；「這是吸引我來台灣做科學研究的動力；」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日籍學者山口浩史
教授滿懷憧憬的說。
況且，中國醫藥大學有非常好的學術品牌和
聲望，校長洪明奇院士有強烈的核心理念與前瞻
視野，以及優秀的科研團隊與完善的研究設施環

日籍學者山口浩史教授加入中醫藥大研究
團隊。

境，所以，我來了。
日籍學者山口浩史博士在中國醫藥大學延攬
國際人才策略下，遠渡重洋來台灣加入本校生物
醫學研究所科研團隊，有助於厚實學術科研能量，
提升尖端科學研究成果的國際影響力。
山口浩史教授為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在 H.
Lee Mofﬁtt 癌症中心接博士後培訓，研究了維生
素 B 的分子機理及細胞凋亡；美國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分子細胞腫瘤學系副教授、卡塔爾多哈

日籍學者山口浩史教授與 CMU 研究團隊分
享科學研究的心得和經驗。

卡塔爾生物醫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研究領域集
中在各種生物的調節和生物學功能上，以及對於癌症進展至關重要且與治療有關的信號通
路，尤其是受體酪氨酸激酶。
癌症治療和耐藥性至關重要；山口浩史教授說，雖然，各種激酶的抑製劑已在臨床中
使用並顯示出顯著的結果，但是，一段時間之後，許多患者仍對這些治療無反應或產生抗藥
性。因此，山口浩史教授將致力於研究這些蛋白激酶在各種癌症中的調控，並進一步研究癌
細胞規避各種激酶抑制的機制。
山口浩史教授充滿信心的說，我會尋找針對此類機制的策略，並找出可能的標記。
山口浩史教授規劃停留台灣 5 年時間，對癌症研究確定監管的關鍵機制以及耐藥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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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開發新的策略來克服耐藥性和預測性生物標誌物。此外，他將與 CMU 的團隊和醫師
合作，分享個人科學研究的心得和經驗，同時根據研究進展啟動相關臨床試驗。
從長期目標來說，我的研究是提高癌症患者的生存率；為此，山口浩史教授希望開發一
種可能用於臨床的產品，即用於癌症或新型疾病的診斷工具治療策略。
除了做研究之外，讓山口浩史教授印象深刻的，「台灣人很友善且樂於助人」，相信每
一位國際學人都感覺親切和溫暖。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4/26 09: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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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加快國際化的腳步
日籍交換學者進行醫藥領域學術交流

「

日

本現代醫學越來越重視中西醫、傳統漢方的整合醫
療，因而啟發了我對整合醫療相關研究的興趣。」

日籍學者糸數七重（Nanae Itokazu）博士於是來台灣進行
學術交流；糸數七重教授稱許說，中國醫藥大學是台灣最
具規模的中草藥學術研究重鎮。
日籍學者糸數七重是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院博士、日本
藥科大學教授，四年前，透過日本都築學園教育集團國際
學術交流計畫來台灣擔任中國醫藥大學「都築傳統藥物研
究中心」研究員；該中心是日本藥科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
締結姐妹校之後設立，以促進兩校學術資源的交流，可以
在傳統藥物領域的學術研究發展上更加精進，加速其國際

日籍學者糸數七重博士於本校
「都築傳統藥物研究中心」。

化。
糸數七重博士的專業研究領域，著重在對於日本當地使用的漢方藥材進行實地訪查、傳
統醫藥劑型等做探討研究；目前她在台灣進行的學術研究，聚焦在台、日雙方使用之中藥材
以及婦科疾病用藥等的漢方處方，進行系統性的實證研究；此外，糸數七重博士也對日本當
地的臨床藥學相關出版書籍，進行中文的翻譯工作，包括處方用藥、以及社區藥局等非處方
用藥。
在台灣與日本兩地之間來回奔波進行授課與研究的糸數七重博士，由於 COVID-19 疫
情的關係，讓她得以更長時間停留在台灣，也讓她能夠專注於出版書籍、漢方藥學研究；糸
數七重博士表示，中國醫藥大學擁有相當好的研究環境，對於從事醫藥研究教師也是非常友
善，而且學生的素質相當高且聰穎，有著高水準的表現，對於未來在醫院或藥事執業場域從
事醫療行為，抱持著高度的責任感。
糸數七重博士是日本的沖繩人，她對於台灣的氣候與食物，都有接近於自己熟悉的那個
感覺，而且，台灣的外食或是夜市等即食的東西非常方便，尤其是夜市文化讓出外人覺得非
常棒，當然，台灣人民與老師學生相當友善與親切，最讓她印象深刻。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院林香汶副院長介紹，近幾年來，兩校共同研究的項目，除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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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之間使用的中藥材種類差異、針對疾病（如
泌乳作用）使用的中藥方劑的差異探討、藥物化
學或藥理研究等的基礎醫學研究之外，還有兩校
的老師合作進行了比較日台之間有關空氣污染的
PM2.5 的議題，污染程度的差異、污染源的種類、
粒子的性狀比較等的研究議題。
在學術研究之外，還有兩校日台學生的訪問
交流活動；都築傳統藥物研究中心的主任林進裕

日籍學者糸數七重博士與同仁學術交流。

副教授說，兩校每年都會舉辦國際校外參訪，春
季是日本學生組團來台灣參訪中國醫藥大學，暑
假期間，台灣中國醫藥大學的學生組團前往日本藥科大學參訪研習交流，相當受到學生們的
歡迎，由於疫情的關係，這兩年將實際的參訪改為線上的課程活動。
此刻台日疫情都很嚴峻，但在遵守 COVID-19 疫情控制之策略下，透過日籍學者糸數
七重老師到校實質交流，於疫情期間仍持續促成藥學院師生與日本合作學校的研究與教學交
流，以加快國際化的腳步。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5/19 09: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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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類學角度探索中醫傳統醫學
美國「傅爾布萊特計劃」交換學者艾理克博士
在台灣中國醫藥大學

中

醫傳統醫學已躋身為全球主流療法！美國「傅
爾布萊特計劃」交換學者艾理克博士於是以人

類醫學角度來探索中醫傳統醫學的奧秘，他花了一番
功夫琢磨，學理結合臨床應用；領悟深刻的艾理克博
士認為，中醫有獨特的觀點和醫療思維方式，有助於
減緩疾病的惡化，達到改善健康、提升生活品質趨於
完善的境界，真是太了不起了！
美 國 北 卡 羅 來 納 大 學 人 類 學 博 士 艾 理 克 Eric

人類學家艾里克博士。

Karchmer，是透過美國國務院與我國共同推動之學術
與文化交流的傅爾布萊特計畫（the Fulbright Program）支持下，來台灣中國醫藥大學擔任訪
問學者，他以「當代台灣的兒童養育：用中醫治療現代失衡」做為研究方向，著重於通過文
化背景和社會條件來理解中醫學。
WHO 世界衞生大會將於 2019 年推出第 11 版全球醫學綱要，並首次將中醫傳統醫學納
入其中；此舉意味著中醫在全球躋身主流療法，艾理克博士說，中醫已經不再是所謂的「替
代或另類療法」了。
因此，艾理克博士自我期許，從人類醫學角度做研究、探索中醫傳統醫學的奧秘，有助
於建構中西醫學之間的溝通橋樑，這是相當有意義的事。
人類學家艾理克還前往北京中醫藥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並獲得美國北卡羅來納州針
灸師執照，由此不難窺知，他鍾情中華文化、語言和傳統中醫。1987 年，艾理克大學畢業
後想看看世界，於是選擇遙遠的東方，先到武漢學習中文，再到台灣東海大學教兩年外文，
「這幾年的美好生活，尤其在接觸到具文化傳承的中醫，真讓人感到好奇和興趣，對自己的
人生發展有很大影響；」艾理克說。
「中醫很奧妙；」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部代訓醫師艾理克博士舉例說，「妥瑞氏
症」的患者會出現抽搐現象，西醫是對症下藥來控制，中醫的思維方式就不一樣了。患者症
狀形成源自學習的心理壓力、工作忙碌、情緒失衡緊張焦慮、玩手機、打電玩，還是飲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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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律、運動量不足，睡眠不安等生活因素；看診時，中醫
師要考慮到身心各層面，從整體的角度來調理身體，這是
西醫做不到的。
美國阿帕拉契亞州立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艾理克博
士說，我從人類學角度來研究中醫學有兩個主要重點，首
先，我寫了當代中國大陸中西醫之間的權力不平等，以及
西醫的主導地位如何深刻地重塑了中醫實踐。其次，我還
研究了 20 世紀初以來的中醫歷史，探索這個行業如何被這
個動盪時期的許多複雜的社會和政治事件所改變。我先後
發表了八篇關於中醫的文章，還有一本手稿，名為《精湛

艾里克博士經常向王陸海副校長
請益，獲益良多。

處方：中醫的後殖民主義掙扎》，將於 2022 年春季與紐約
福特漢姆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中國醫藥大學 CMU 做研究期間，我有幸與許多
優秀的醫生和學者合作；」艾理克博士特別感謝王陸海副
校長和中醫學院顏宏融院長協助，很高興能與顏宏融教授、
賴琬郁醫師、孫茂峰教授、張東迪教授、林怡君醫師和黃
正豪醫師等學者共事，他們的臨床實踐都是我研究項目的
一部分，我還參加了 Dry Lab 研究會議，並在論壇上展示
了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
「台灣是個友善又親切的地方。」艾理克博士開心的
說，他和家人都非常喜歡台灣，於是帶著妻子和三個孩子
在這裡生活，「我們受到 CMU 和台灣朋友的歡迎，孩子們

林昭庚教授致贈人類學家艾里克
博士中醫針灸書籍。

在學校結交了許多新朋友，我也結識了許多優秀的台灣人
類學和其他領域學科的學者，全家人會利用假期享受台灣的美食和島上的美景，我們去過合
歡山、墾丁、台灣東海岸，每每都被各處的壯觀景色所震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令人欣喜的是，他的妻子 Dana Powell，也是人類學家，她在美國與美洲原住民團體進
行研究，最近通過台灣科技部延攬科技人才成為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的訪問學者，以台
灣原住民族群體關係為主題，與該校謝若蘭教授共同教學與研究合作，這是相當難得的機
會，我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往返於花蓮和台中之間，艾理克博士滿心歡喜說，「台灣的生活
很美好。」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9/15 13: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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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聚焦的研究中心，提升學校的研發能量

新藥開發
研究中心

研究倫理中心

免疫醫學
研發中心

中醫藥
研究中心

癌症生物
研究中心

校級特色
研究中心

老化醫學
研究中心

生醫工程
研發中心
神經醫學
中心
附設醫院臨床導向研究中心

學術倫理中心

中醫藥研究
發展中心

分子醫學中心

多維列印醫學
研究及轉譯中心

神經網際計算
研究中心

遺傳中心

成癮醫學
研究中心

生醫材料創業
研究發展中心

細胞治療
轉譯中心

臨床免疫中心

近視及眼睛
疾病中心

風濕病
研究中心

轉譯醫學
研究中心

社會醫學暨分子
流行病學研究室

生物精神醫學
實驗室

神經精神中心
身心介面研究室

神經醫學實驗室

自體免疫疾病
實驗室

中醫藥癌症
研究室

人工智慧醫學
診斷中心

大數據中心

生醫科技
研發中心

整合幹細胞中心

精準醫學中心

心臟血管中心

蛋白質體核心
實驗室

轉譯研究
核心設施

雙光子顯微影像
系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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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研究中心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Center

聚焦研究：
中醫藥研究中心於民國 103 年 4 月獲得教育部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頂尖研究中心經費補助，107 年
再度獲得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特色領域研究中心的
高額獎助，中心研究主題聚焦在中醫藥研究，在針
灸領域發展出以針灸為基礎之療法，治療神經病變
與慢性疼痛等疾病；並且闡明穴位、經絡與針灸的
分子機制。在中草藥領域聚焦以傳統中藥 / 植物萃
取物研發植物新藥治療中風，發炎，免疫疾病與癌

中醫藥研究中心團隊榮獲第一屆「玉階獎」
表揚。

症的新療法。藉由提升中醫藥研究使本中心成為世界此研究的重鎮，本中心組成跨領域研究
團隊以植物新藥開發、穴道經絡探討及中西結合療法共三大面向及七大研究主題發展：
1. 青黛治療自體免疫疾病新藥與植物藥開發：顏宏融教授研究團隊發現青黛軟膏具
有治療乾癬病患的潛力，其作用點主要為 IL-17 路徑，青黛具活性新吲哚生物鹼
包 括 tryptanthrin, indirubin 以 及 新 分 離 出 的 indigodoles A, C, D, E 四 個 新 穎 化 合 物
（Phytochemistry, 2019；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2020）， 持 續 研 究 不 同 萃 取
分層的有效性與生物活性，後續進行「植物藥新藥」開發，並發現青黛萃取物與
tryptanthrin 對人類冠狀病毒 N63 具有抑制作用（Biomolecules, 2020）。
2. 開發薑黃素衍生物作為抗藥性之非小細胞肺癌治療藥物：郭盛助教授研究團隊研發薑
黃素衍生物作為抗癌藥物，其中化合物 35d 經動物實驗驗證，可與臨床藥物 TKI 抑
制劑併用降低對 TKI 抑制劑產生抗藥性之非小細胞肺癌復發後生長的速度。此成果
於 2021 年底已申請台灣以及多國專利。
3. 真菌類中藥開發治療中風：郭悅雄教授研究團隊發現牛樟芝萃取物及其衍生化合物
EK100 能顯著緩解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減少出血性腦中風的腦損傷（Molecules, 2021）
及改善阿茲海默症症狀，並可促進海馬神經元新生（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2021），可將牛樟芝應用於改善腦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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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發抑制癌症的中草藥衍生化合物：佘玉萍副教授研究團隊發現腦酸性可溶性蛋
白 1（brain acid soluble protein 1, BASP1） 可 促 進 肺 癌 惡 性 腫 瘤 的 新 機 制。BASP1
和 EGFR 之間的相互作用促進了腦轉移性肺癌中的 EGFR 信號傳導。因此，抑制
BASP1 及 EGFR 交互作用，可針對 EGFR TKI 抗藥性肺癌提供有效治療方法。此研
究發表於國際期刊論文 Theranostics, 2020。
5. 經絡、穴位與內臟關係之探討：謝慶良教授研究團隊在針灸的研究發現 2-Hz 電針內
關穴、三里穴位，經微透析液之代謝體分析顯示會增加不同身體胺基酸和 ATP 代謝
體信號增加，綜合上述說明穴位具有特異性和特定分子變化關，針刺的信息傳遞部分
與神經有關但並不完全透過神經傳導。推測電針內關穴具有強心作用能夠增強心臟功
能，電針足三里則具有興奮和保護腦的功用。
6. 針灸治療慢性疼痛與憂鬱共病之療效與機轉：林以文教授研究團隊發現在小鼠慢性
疼痛與憂鬱共病模式中，冷覺壓力模型小鼠會產生與臨床相似之慢性機械性與熱源性
疼痛並伴隨著憂鬱的行為產生，此共病模型小鼠血液中可以發現許多發炎物質大量增
加，經由電針能有效地抑制慢性疼痛與憂鬱症狀，其研究結果能為臨床治療疼痛與憂
鬱 共 病 帶 來 新 的 方 針（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2021; Chinese Medicine,2021,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21）。
7. 針灸緩解癌症化學治療引發週邊神經病變之臨床及基礎研究：陳易宏教授研究團隊以
健保資料庫的回顧性世代研究顯示，化療會增加癌症患者中風的風險，而中醫藥的介
入可以顯著減輕中風風險比與化療有關的死亡風險（Front Pharmacol, 2021）。另以
小型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結果顯示針刺治療可以減輕化療引發的週邊神經性疼痛及改善
四肢末梢觸覺閾值（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ine, 2021）。

研究成果：
1. 衛福部舉辦中醫藥發展獎勵第一屆玉階獎，中醫大張永勳教授榮獲特殊貢獻獎；謝慶
良教授榮獲卓越貢獻獎；黃升騰教授榮獲創新貢獻獎。
2. 顏宏融教授與許游章教授及楊新玲教授研究團隊發表名為『紫檀芪美白功效：透過誘
導黑色素細胞自噬作用以及活化細胞內抗氧化 Nrf2 基因的途徑』，此研究發現已刊
登在新出刊的國際知名期刊《Redox Biology》。
3. 抑制癌轉移的調控機制：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跨領域研發團隊榮獲第十七屆國家
新創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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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技轉與社會貢獻：
1. 中醫藥研究中心近三年獲證專利共 13 件包括有關抗癌藥劑、免疫調節劑以及治療缺
鐵性腦中風、神經退化等用途，中心也積極與產業界接軌並順利與生技公司簽下共 6
件開發抗發炎和抗癌植物新藥開發等產學合作案。其中陳易宏教授研究團隊發展一種
神經保護劑（menthol 相關製劑），在老鼠中風模型已證實可以改善中風引起的相關
症狀，目前成果已獲得台灣專利，明年擬開發相關產品，並進行臨床試驗及技轉。
2. 中心顏宏融教授與趙嶸助理教授研究團隊將台灣本地種植之馬藍原料，加工成青黛及
藍染，再經由本校中醫藥研究中心團隊將製程優化。優化之製程條件以「營業秘密」
技轉至本校衍生公司「台灣本草藥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心郭盛助教授團隊研究薑黃素衍生化合物作為抗肺癌候選藥物之研發成果，已有多
家廠商表達技轉興趣，可望今年完成技轉。
4. 中心高尚德教授團隊建立的第一個動態三維人體經絡系統即 3D 經絡銅人互動系統，
不但利於教學，也受益於民眾對中醫經絡的了解，此系統已獲台灣新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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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生物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Cancer Biology

校

長洪明奇院士於 2020 年就任之後，即著手
整合校院癌症研究，並在校院全力支持之

下成立癌症生物研究中心 ( 以下簡稱癌生中心 )，
任命附醫分子醫學中心副主任及醫學院副院長王
紹椿教授擔任中心主任。本中心任務為推動校院
及臨床與基礎合作，聚焦於癌症轉譯研究，目標
在深入探討癌症機轉，發展新穎癌症標靶治療策

癌症生物研究中心菁英團隊

略，以克服困難癌症。中心發展策略著重在論文
發表（Papers）、創新研發（Patents）、及產生民
生社會有感之實質成果（Products）上不斷追求卓越。
自成立至今兩年中，癌生中心主要實驗室主持人自原本約 15 位持續成長至目前已達 31
位，由國內外頂尖的研究員及國際級學者（包含英才學者、哥倫布計畫學者、及德籍、日籍
學者）組成，專精領域包括腫瘤生物、免疫微環境、腫瘤幹細胞、蛋白質體學、表觀遺傳
學、材料工程及力學生物學、代謝及基因工程治療、結構生物、及生物資訊。在中醫大醫療
體系的支持及校院一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於 2021 年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 (US News & World
Report) 世界大學排名中，中醫大在 cell biology 和 molecular biology and genetics 此二領域為
台灣排名第一，而在 oncology 領域中為台灣排名第二。
在洪校長熱情澎湃的研究風格領導下，本中心成員研究表現亮眼。洪校長本身獲選
為 2021 年高被引學者，入列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包括終身科學影響力及 2020 年科學
影響力），同時榮獲 2021 年科技部「學術攻頂研究計畫」學者。王紹椿主任及 Hirohito
Yamaguchi 教授亦獲選為 2020 年度科學影響力排行榜中的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余永倫
教授於 2021 年榮獲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第 11 屆傑出校友，佘玉萍教授、鄭維中副教授、吳
恒祥助理教授於 2020 年榮獲第 17 屆國家新創獎 – 抑制癌轉移的調控機制，及徐婕琳助理
教授榮獲 2020 年度宋瑞樓教授優秀論文獎。中心研究聚焦重要前沿領域，如誘導腫瘤細胞
焦亡以達到抗癌作用（Nature Cell Biology, 2020; IF=28.82）、活化 T 細胞殺死癌細胞之能力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1; IF=14.92）、癌症精準免疫療法 –Tyro3（Journal of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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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2021; IF=14.81）、肝癌治療新標靶 –PCK1（Nature, 2020; IF=49.96）、預測乳
癌細胞對荷爾蒙療法的抗藥性指標 –TET2（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 IF=14.92）、抑制
胰臟癌細胞轉移（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21; IF=17.96）、追蹤活細胞 EGFR 輔以
人工智慧辨別癌細胞惡性程度（ACS Nano, 2020; IF=15.88）、藉 CRISPR 基因工程改造人類
棕色脂肪減緩肥胖與代謝異常（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20; IF=17.96）等。這些前
瞻研究許多陸續轉譯為臨床試驗。由洪校長，鄭隆賓執行長，及總院周德陽院長帶領，透過
校院合作，包括癌症醫院邱昌芳院長，王紹椿主任，以及多位臨床醫師與基礎研究人員，攜
手對乳癌、肺癌、大腸直腸癌、胰臟癌、肝癌、腦癌等主要癌症陸續開展早期臨床試驗。其
特色多以國際知名期刊（如：Cancer Cell、Nature Communications、Journal of Hepatology、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等）發表為根基，再衍生為校院合作的臨床試驗，皆集中在晚
期困難癌症。
癌生中心論文產出質量並重，在近三年裡發表 IF ≧ 10 論文超過 38 篇，亦積極競爭及
執行來自教育部特色研究中心、科技部、衛生福利部、國家衛生研究院等超過 79 件多年期
個人型及整合型計畫，其補助金額達台幣一億六千多萬元。此外，中心積極開發包括小分
子抗癌化合物、生資分析、癌症免疫療法用藥等之專利，技轉及產學合作。2019 冠狀病毒
流行爆發，洪校長基於研究大學的社會責任，提出從抗癌到抗冠的理念，帶領著癌生中心研
究團隊以小分子藥物標靶治療觀念進行抗冠藥物研發，從篩選天然物中找到單寧酸、聚合前
花青素、貝母素、及安石榴等可抑制新冠病毒。在洪校長的領導及中心研究團隊的孜孜不倦
下，不僅積極解決癌症問題，亦透過扎實的研究能量與分析平台，致力於人民有感的研究。
國際合作及人才延攬方面，在洪校長以其國際人脈推動及校院鼎力支持之下，癌生中
心積極拓展國際合作及競爭國際研究計畫，增加國際能見度，舉辦及主持多項國際會議，
如： 台 灣 國 際 創 新 生 物 醫 學 峰 會（ICABS）（2021、2022 年 ）、CMU-NU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2022 年）等，邀請的頂尖講者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唐獎得主、Welch Prize 得
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及中央研究院院士等。中心同時亦擔任中醫大人才延攬窗口，持
續延攬優秀國際人才進入校院，並與國際研究學術機構，如 M. 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Harvard College、University of Cincinnati、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University of
Chicago、Purdue university 及韓國 Sunchon National University 等建立合作關係，拓展國際交
流，積極培育國內人才國際化，選送優秀人才出國深造進修，進行國際交流及開闊國際視野。
展望未來，癌生中心將精益求精強化學術研究，同時致力將研發成果轉化為生醫產業及
臨床應用，解決重要臨床問題，冀望中醫大校院體系在全球癌症相關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為
台灣生醫研究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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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開發研究中心
Drug Development Center

聚焦研究：
新藥開發研究中心以中國醫藥
大學堅強的分子生物學研究為基礎，
整合生物醫學研究所、新藥開發研究
所、癌症生物研究中心、整合幹細胞
研究中心及分子醫學中心在新藥及細
胞治療的研究動能而組成，主要目標
是「鎖定未滿足醫療需求，解決重大
醫學難題」。

新藥開發研究中心的跨領域研究團隊及諮詢委員

特色亮點：
透過成立「標靶新藥 TD」及「細胞治療 CT」二個研究群，進而藉由技術整合、擴充新
藥開發核心平台，以加速基礎與臨床轉譯研究。

學術成就：
新藥開發研究中心於 2017 年成立，因本校兩任校長親自參與擘劃本中心未來之發展，
而自 2018 起連年榮獲教育部深耕計畫之支持（2018~2022）。中心成員們利用中心整合或建
立之研究資源與藥物開發平台，除研究發展癌症標靶藥物、免疫療法外，亦放眼軟骨組織修
補、中樞神經血管系統修復、眼部疾病治療乃至抗老化等方面之藥物開發，近兩年在洪校長
加入後，除了經由進一步擴大本中心與外部單位之合作而大大地深化本中心於癌症研究的能
力，更積極推展本中心研發成果應用於臨床，以加速本中心達成「解決重大醫學難題」之初
衷。
再者，未來除了繼續推展既有研發計劃，與進一步結合蛋白質結構生物學和藥化核心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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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小分子藥物的優化外，洪校長再引進抗冠病毒藥物研發團隊與類風溼性關節炎藥物治療團
隊加入本中心，使本中心之資源能充分地運用於多領域藥物之開發，讓本中心真正成為中醫大
藥物開發的火車頭引領發展臨床治療用藥，以攻克更多人類相關疾病。
過去幾年間，中心各團隊皆在洪校長接力指導下取得重要之藥物開發成果，包含：
TD-1 研究團隊在李文華教授的領導下，發現 IL17B 的結合會促 IL-17RB 形成同型二聚
體並募集 MLK4，使 IL-17RB 在酪氨酸 447 上磷酸化（P-Y447）。這些結果不僅解析了 IL17RB 近端信號如何啟始，並為胰腺癌與乳癌治療提供了更有效且更性的潛在靶標。此研究
除發表於《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IF: 17.992），並已取得一項國際專利，第二項
專利正於美國與歐盟審查中。
TD-2 研究團隊在許翺麟教授的領導下，發現動物飲食限制時 SAMS-1 蛋白會被抑制，
進而導致 SET-2 甲基化酶被抑制以及組蛋白 H3K4 甲基化下降，而提供了一個飲食限制如何
藉由調控表觀基因體來影響老化的新穎分子機制，對於抗老藥物之開發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此一發現已投稿於《Autophagy》期刊（IF: 16.016）。
TD-3 團隊在洪明奇校長親自帶領下進行臨床研究計畫，目前積極地與各國的政府單位
及醫療團隊協商，將團隊目前篩選出的有效抗新冠肺炎藥物更進一步於 COVID-19 的患者上
進行臨床試驗。在天然物及傳統中草藥的新藥開發中，TD-3 團隊更是發現了許多有效的藥
物成分，其中單味中藥半支蓮被證實能夠抑制新冠肺炎病毒主蛋白酶和人類跨膜絲胺酸蛋白
酶 2 的蛋白酶活性，此一研究成果於 110 年發表於病毒《Viruses》期刊。此外，中草藥香椿
和清瘟敗毒飲及其衍生物作為抗 SARS-CoV-2 用途也正在申請美國專利。
TD-4 王紹椿教授團隊研究已驗證 PD-L1 標靶之 miRNA 其抑制原位乳癌的肺轉移能
力，其相關重要成果也正在進行專利申請中，109-110 年申請 2 項專利，包括：「微小核酸
序列及其藥物組合物作為癌症免疫治療之應用」及「辨識表皮生長因子受器之核酸適體偶聯
HOTAIR 之小干擾核酸作為三陰性乳癌及表現表皮生長因子受器癌症之治療策略」。
TD-5 卓夙航教授團隊研究有關利用微小 RNA 來治療近視眼，其相關技術轉移給 108 年
成立衍生的新創公司—視航生醫。視航生醫於 110 年獲得美國和台灣 FDA 核准執行臨床
第一期試驗，試驗已經在 110 年結束，獲得良好的成果，完全沒有任何不良反應，安全委員
會建議繼續進行臨床二期試驗。這也是目前全球第一個已經執行臨床試驗的治療近視的全新
藥物（NCE, new chemical entity）。視航生醫也將在 111 年進行臨床二期試驗。
在細胞治療方面，CT-1 周德陽院長團隊研究發現 HLA-G 作為 CAR 細胞治療的靶點，
並使用具有異體移植潛力且比 T 細胞更強的實體癌滲透能力之自然殺手細胞（natural killer
cell, NK cell）作為免疫作用細胞（effector cell），搭配可用來中止脫靶副作用的安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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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出新型的 HLA-G CAR-NK 用來測試是否能有效抑制實體癌細胞的生長。目前第四代
HLA-G CAR 部分已技轉給廠商，同時完成 Gamma delta T（GDT）體外臨床生產流程，協助
本校附設醫院進行臨床細胞治療應用，於 109 年向台灣衛福部提出「GDT 治療八種實體腫
瘤之特管辦法醫療技術」。而 HLA-G nanoCAR 於 110 年也已進入標準化 mRNA 生產、臨
床前動物有效性和毒理及 bio-distribution 分析之諮詢業務階段，預計 HLA-G CAR.BiTE GDT
在 111 年進入臨床試驗階段之前，完成動物藥理有效性、毒理及 bio-distribution 的 GLP 實驗
分析。此研究成果於 110 年發表至《Journal for ImmunoTherapy of Cancer》（IF=13.751）。
CT-2 團隊在徐偉成教授領導下，致力於幹細胞之臨床轉譯研究，用於治療腦中風、心
肌梗塞、多發性硬化症及腦癌等多種疾病。109~110 年心肌梗塞項目已完成 Phase I 人體臨床
試驗收案，並完成一年安全性測試與數項心臟功能指標驗證，目前已送審通過美國 US-FDA
及台灣 -TFDA Phase II 之人體臨床試驗。腦中風項目已被美國 US-FDA 及台灣－ TFDA 核准
執行 Phase I 人體臨床試驗，正加緊收案中，初步安全性與心臟功能指標成效顯著。因應新
冠病毒之盛行（COVID-19），團隊亦積極透過間質幹細胞之應用參與新冠（COVID-19）感
染症之治療，並與美國公司合作一起負起防疫之任務。
CT-3 洪士杰教授團隊已開發出專一性退化關節炎巡弋型特性的胜肽序列，具有歸附破
損關節軟骨細胞之功效，並進一步研發製備成複合醫材後，當與 SPIO 等 MRI 試劑結合時，
可以開發出另用 MRI 診斷早期退化關節炎之診斷試劑；當與玻尿酸等潤滑補充劑結合時，
具提高關節活動潤滑度及降低摩擦係數，延緩關節老化之速度。除應用於關節損傷保護之
外，該序列也可廣泛應用在增進幹細胞移植治療骨關節炎之間質幹細胞歸附與利用效率，
且最後可以研發製備成專一性攜藥載體與治療退化關節炎藥物結合。此研究發表於《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IF: 25.671）。 再 者，CT-3 團 隊 更 於《Nature Communications》
（IF: 14.919）發表多篇具有可大大優化幹細胞於臨床之應用性研究成果。

社會貢獻：
在人才延攬及培育方面，有賴於洪校長接任時制訂之人才延攬計劃與海外宣傳過程，
使本中心得順利揀選、禮聘國內外頂尖學者至中醫大組織校內相關領域實驗室或延攬海外優
秀學者以成立研發團隊外，同時促成多項中心成員們與國際名師合作開發新穎藥物之研究計
劃，進而發表頂尖研究成果，更提供優質研究環境及充足種子經費予本中心培育年輕領導及
高階研發人才；在學術研究及國際鍵結方面，中醫大已穩定位列世界五百大大學中，故洪校
長積極邀請國內外重量級學者來訪台灣，瞭解本校乃至本中心之藥物研發實力，也因此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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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項本中心與國際頂尖藥物研發實
驗室之合作計劃，而後更給予實質支
持幫助此些研究計劃的開展；在環境
建置方面，配合水湳校區完工，洪校
長更規劃空間予本中心建置藥物開發
核心設施，支持優秀之中西醫藥專業
領域研發團隊、公司組建，希冀得以
催生以中醫大為起點並擴展至全台灣
之生醫藥產業廊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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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醫學研發中心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for Immunology

聚焦研究
本研究中心致力於自體免疫疾病的研究，我
們從基礎科學、動物試驗至臨床來探究疾病發展
的成因及可能機轉，本團隊大多以臨床醫師為組
成，希望藉由臨床之需求作為導向來進行學術研
究，來解決臨床上未被滿足的需求及釐清致病原
因及其機轉，對於臨床上將有一大助益。自體免
疫疾病是相當複雜的疾病，不能單以血液生化值

免疫醫學研發中心團隊

或臨床表徵就能判斷，有時須同時具備複雜的臨
床現象及數據才能準確判斷其可能病因。我們團
隊成員有風濕免疫科蔡嘉哲醫師、藍忠亮醫師、陳得源醫師、陳津秀醫師及耳鼻喉科施亮均
醫師，校內教師陳惠珍副教授及劉欣怡助理教授，除此之外，本中心招攬國際免疫權威，同
時也是玉山學者 Dr. Moncef 進行國際合作，Dr. Moncef 更是與校內許多教師進行藥物開發的
研究，期許未來能開發治療紅斑性狼瘡的藥物，本中心以這三年來的特色亮點研究來說明其
重要成果。

特色亮點：精準性檢驗類風濕性關節炎之檢測套組
關節炎的盛行率在全球約 20%，表示每五人就有一人有關節炎的問題，關節炎引發的
疾病相當多，其中又以類風濕性關節炎對於病人的生活影響最大，若無法早期介入治療，其
此疾病將有侵蝕骨頭組織的機會，而造成不可逆的破壞，嚴重則會導致殘疾。美國風濕病
醫學會和歐洲風濕病聯盟提出了 2010 年新的分類標準，其類風濕性關節炎主要評估受侵犯
的關節、急性發炎指標、血清學及症狀出現的時間來獲得總合分數，只要超過六分則可定
義類風濕性關節炎。目前臨床上所使用的血清學有 RF（rheumatoid factor）及 ACPA（Anticitrullinated protein antibodies），此兩種血清學檢查目前為止還有 30% 的病患呈現陰性反

88

聚焦研究 第三章

應，血清學的判分為 0-3 分，只要有一個為陽性則可得兩分，但若只要超過正常人的三倍量
則可以獲得三分，若在關節炎腫痛時，若無法有效從血清學來獲得分數，由急性發炎指標或
發作時間最多得到兩分，若要超過六分標準，則侵犯關節的部分必須大於十個關節，且至少
要有一個小關節，此時若無法診斷為類風濕性關節炎，臨床醫師在藥物使用上就會有所限
制，對於病患的「痛」無法有效緩解於臨床上是一個需要被解決的問題，但若能提升血清學
的臨床陽性診斷率，對於病患來說可早期診斷，及早治療。
本團隊重要的發明人蔡嘉哲醫師 / 主任在牙齦卟啉單孢菌（Porphyromonas gingivalis, P.
gingivalis）與類風濕性關節炎之關聯性已進行多年的基礎研究，許多文獻指出 P. gingivalis
感染後與類風濕性關節炎具有相關性，最主要與 P. gingivalis 具有 peptidyl arginine deiminase
（PAD）酵素有關，PAD 能夠精胺酸（arginine）後修飾成瓜胺酸（citrulline），其機轉與目
前臨床所使用的血清學 ACPA（Anti-citrullinated protein antibodies）有類似的致病機轉，但
其中的關連性目前尚未被釐清，因此當受到 P. gingivalis 感染後未來罹患類風濕性關節炎的
機會將比未感染者來的高。
蔡嘉哲主任從 P. gingivalis 發現了一段胜肽序列，能作為診斷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生物標
誌，此診斷陽性率也不低於目前臨床所使用的血清學診斷，本團隊所開發的診斷試劑對於
RF 或 ACPA 檢測皆為陰性之病患中，能再從中篩選出至少一半以上的病患，讓原本血清學
檢測陽性率由 58.3% 提升至 84.2%，本診斷試劑之開發將有助於臨床醫師於疾病的判斷能更
加肯定，且能精準用藥及提早進行類風濕性關節炎之藥物介入，減緩病人腫、痛及熱的症狀
及降低病程走向殘障的機會。本團隊所開發的診斷試劑將可輔助臨床血清學診斷陽性率之提
升。
蔡嘉哲主任將本診斷試劑命名為 BR1，主要在風濕科英文為 Rheuma，因此把 Bio 與
Rheuma 合併為 BioRheuma（BR），此為本團隊第一項開發商品因此命名為 BR1。本診斷試
劑獲得科技部 - 應用型研究育苗專案計畫 - 第一期 / 第二期補助，其補助金額高達一千九百
萬元，目前本專利技術已獲得中華民國專利，並同時申請中國大陸及美國專利；獲得第十六
屆台灣新創獎 - 學研新創之殊榮，並於第十八屆榮獲台灣新創獎—精進續獎的肯定，本團
隊所開發之診斷試劑將朝向醫療體外診斷試劑（In Vitro Diagnostic Device, IVD）進行商品化
之規劃，目前進行雛形的建置及小型試製，未來將成立新創公司進行下一階段之試量產及相
關臨床收案。
BR1 為類風濕性關節炎抗體的重要分子—epitope 即抗體認識抗原之接合點，我們利
用此胜肽製造出單株抗體稱 BR2，用來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目前動物模式效果令人興奮，
希望成為第一個作用機轉不同於現有生物製劑的新興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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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就
1. 獲得科技部－應用型研究育苗專案計畫－第一期 / 第二期補助，題目：精準性檢驗類
風濕性關節炎之診斷套組
2. 已獲得中華民國專利，名稱：一種類風溼關節炎自體抗體結合的胜肽及其應用，專利
字號：I744777
3. 申請中國大陸及美國專利（一種類風溼關節炎自體抗體結合的胜肽及其應用）
4. 獲得中國醫藥大學—生醫產業創新創業競賽—天使投資 PITCH 活動之優勝

社會貢獻
1. 獲得第十六屆台灣新創獎—學研新創組，題目：以一種新穎的血清檢查方法來診斷
類風濕性關節炎。
2. 獲得第十八屆台灣新創獎—精進敘獎，題目：以一種新穎的血清檢查方法來診斷類
風濕性關節炎。
3. 獲邀參加—科技部補助生醫團隊 / 新創公司參加 BIO Asia（108 年）
4. 陳得源醫師榮獲醫學會年會陳正言教授論文獎第二名（109 年中華民國風濕病醫學會
年會）
5. 陳得源醫師榮獲醫學會年會醫師優秀論文獎第一名（110 年中華民國風濕病醫學會年
會）
6. 陳得源醫師榮獲醫學會年會陳正言教授論文獎第一名（110 年中華民國風濕病醫學會
年會）
7. 蔡嘉哲醫師榮獲醫學會年會醫師優秀論文獎第三名（110 年中華民國風濕病醫學會年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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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醫學研究中心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Healthy Aging

聚焦研究：
人口老化已是 21 世紀的全球趨勢，而在台灣
高齡化的趨勢更為明顯。根據行政院經建會推估，
台灣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至 2056 年之 37%。因此，
如何解決人口老化所衍生之相關醫療照護、社會、
經濟等問題，是各國不可避免要面對之重要議題。
也因此，老化相關研究成為各國科研發展之重要
目標。有鑒於此，本校於 2018 年二月成立老化醫
學研究中心，整合校內跨領域研究資源，推動涵

老化醫學研究團隊

蓋基礎生命科學、臨床醫學、應用轉譯科技等不
同領域的老化醫學研究。
中心匯集校內生科、醫學、藥學院中進行老化基礎研究之教師以及附屬醫院老化醫學科
之臨床醫師。 希望能結合基礎研究與臨床醫學雙方專長，利用最新之科技方法，致力於研
發抗老新策略，提昇老人生活品質及社會福祉，邁向「健康老化」新世代。此外，中心與國
立新加坡大學策略聯盟，共同成立「臺新老化暨癌症海外科研中心」，進行跨國國際合作研
究，截長補短。
中心研究特色主要聚焦於：
1. 老化基因及長壽基因之研究，探討影響老化速度之遺傳因素。
2. 深入研究飲食調控老化速度之分子機制，並以此開發全新抗老策略。
3. 憑藉中醫大於中醫藥之特長，並與國外合作共同開發中草藥抗老成分。
4. 肌少症藥物開發：與臨床醫師合作，開發治療肌少症新藥。
5. 與附醫大數據中心合作，結合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定義全新深度老化生物指標，以應
用於未來臨床及基礎抗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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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亮點：
1. 本中心利用模式動物研究調控老化速度之遺傳因子，其中許翺麟教授團隊持續研究熱
休克因子此一重要長壽基因。其團隊近期的研究更進一步解析其抗老之分子機轉。許
教授團隊發現熱休克因子除了能夠調控熱休克伴護蛋白以及維持蛋白質恆定，還能調
控細胞核中之組蛋白 H4 表現量。更令人意外的是，許教授團隊發現組蛋白 H4 會轉
移到粒線體中，並會與粒線體基因體結合，影響粒線體中之基因轉錄以及粒線體進行
呼吸作用。此發現為老化科學甚至細胞生物學領域之突破性發現。此發現不但加深我
們對 HSF-1 如何調控老化速度的了解，同時也打破我們對組蛋白 histone 的認識。
2. 本中心另一研究重點為暸解飲食限制如何延緩老化。本中心團隊之研究發現腸道細胞
中能偵測飲食變化之重要酵素 SAMS-1，此酵素能隨飲食改變而進出細胞核，並進一
步以調控表觀基因體方式來影響基因表現，藉以達到調控老化速度的目的。其中包括
自噬作用以及應激粒（stress granule）形成相關之基因都受 SAMS-1 調控。因此，未
來將可開發以 SAMS-1 為標的的抗老化療法。
3. 本中心成功設置抗老化篩藥動物平台，可用於篩選抗老藥物以及治療肌少症的藥物。
中心以此平台與美國密西根大學進行之國際大型合作研究，結合多平台（細胞，果
蠅，線蟲）進行高通量的藥物篩選，找尋可以延緩老化，增加多種抗壓能力的小分子
藥物。此跨國研究中不但篩選出多個小分子抗老藥物，還對其作用機制有進一步的闡
述，可成為未來抗老化藥物開發之基礎。此項成果也已發表於世界頂尖期刊 Science
Advances。
4. 本中心藥化團隊吳坤璋教授與中國醫附醫老化醫學科林志學主任，以及藥學院林香汶
教授等人，共同進行之跨領域合作研究中發現，中草藥中之牡丹皮，具有能有效治療
癌症所引起之惡病質（Cachexia）以及肌少症之成分。此一研究凸顯了中草藥在治療
老化相關疾病以及新藥開發上的潛力。
5. 本中心徐婕琳教授團隊以小鼠為模式動物研究 GPX7 以及 GPX8 這兩個基因，並發現
當小鼠中此基因被剔除時，小鼠老化速度加速。此一現象可能與其下游之氧化壓力應
激反應以及腸道之發炎反應有密切關係。此項發現提供了一個新穎之早衰動物模式，
並可用以研究腸道發炎反應在老化相關疾病中所扮演之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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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醫學中心
Neuroscience and Brain Disease Center

神

經系統是人類與動
物最重要卻也是暸

解最少的構造。公元前 5
世紀義大利哲學家與古
典醫學理論家 Alcmaen of
Croton 就 提 出 了 腦 部 可
能是主宰身體動作思想

神經醫學中心菁英團隊

主 要 器 官 的 理 論。 但 直
迄 17 世 紀 Thomas Willis
才提出神經醫學（Neurology）的名稱及概念，自此才開展了神經領域的蓬勃發展。
因著人類健康的需求，一些與神經系統相關的技術逐漸被開發。包括神經生理，功能性
神經影像等已開始應用於不同腦區聯結的研究。不只是巨觀上看得見，甚至到細胞分子層面
亦可探討這些現象。然而我們的腦依舊太簡單以致無法完全暸解我們自己的腦。仍然有太多
未解之問題與疾病等著我們去克服。
神經退化性疾病包括失智症、巴金森症、漸凍人等等侵蝕成千上萬人的健康與生命。目
前我們雖可緩解某些疾病症狀，但對疾病之成因與根本治療，甚或延緩其病程卻仍困難。遑
論疾病之預防。本中心之成立使命乃在整合臨床，轉譯與基礎神經學家與醫師，針對未完全
解及目前無解之神經疾病建構完整團隊以進一步暸解其神經生理病理機制，進而能治療甚至
延緩及預防這些疾病的生成。中心在蔡董事長及洪校長大力擘劃，與林副校長及附醫周院長
支持下歷經二年籌建終於完成。我們把 2021 年 12 月 25 日定為神經醫學中心（Neuroscience
and Brain Disease Center）起始日。

目標
整合先端醫療科技於神經醫學研究與臨床檢查治療；先標定巴金森症及動作障礙疾病、
思覺統合失調症、及憂鬱症做整合；建立永續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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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建立包括臨床、轉譯、基礎成員的整合團隊以暸解，改善及解決困難之神經精神疾病。
破解及發現神經科學謎團。
培育新生代神經醫師科學家及基礎神經科學研究者，建立永續經營研究治療團隊。
建立 4P4H 環境及文化，發表高影響與意義之論源自喜樂的心，專利豐盛，產品有益於
人，病患得醫治。

中心組成元素（element）
中心由神經科學實驗室、神經調控、臨床部門、神經人工智慧、中風、神經影像及訊號
分析、認知神經科學，等 7 個元素組成。

神經科學實驗室
神經科學實驗室包括誘導性幹細胞暨神經再生、神經免疫藥理暨離子通道、神經基因暨
生物資訊、神經可塑性暨神經退化、神經細胞與膠質細胞交互作用等六個分支實驗室。此六
個實驗室彼此相互支援並與臨床緊密結合。
神經調控治療與臨床及認知科學關聯緊密。其治療包括無創及微創兩種方式。此元素單
位含蓋經顱核磁共振導航聚焦超音波用於原發性顫抖症及巴金森顫抖症之治療、深層腦刺激
術用於巴金森病與動作障礙疾病之治療、經顱磁刺激用於動作障礙，憂鬱症與中風的治療、
經顱直流電用於神經精神疾病的治療。這些均是當前及以後神經領域需重視及深耕之所在。
因應著近幾年的發展人工智慧和系統生物學開始被應用到神經科學領域。在未來我們將
聚焦於神經疾病之大數據分析，波型訊號分析，神經影像，次世代基因及生物資訊分析。動
態影像及超音波自動偵測動脈狹窄，中風病患 ASPECT 分數的判定亦為計劃發展的項目。
我們亦將和美國 NIH 合作發展腦影像判讀及疾病預測的模式。
初期有以下三個主題預計進行：（1）改進疾病診斷及預測的精準度 - 需整合多項資料
如病歷，次世代基因結果，影像等等。（2）暸解神經疾病的分子機制 - 需整合表觀基因，
基因結果，系統生物學。（3）發展雙胞數位複製系統以模擬生理及病態之活動。
人工智慧不只是用於研究，同時也是醫療人員在照顧病患的得力助手。我們將以人工智
慧整合工程及機器對神經疾病之患者做出最適當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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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列印醫學研究與轉譯中心
X-Dimension Center for Medical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

一、中心簡介
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中醫大附醫）自
2014 年協同亞洲大學及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成立
『3D 列印醫療研發中心』，至今約莫六年的時間
內，並於 2020 年正式更改名『多維列印醫學研究
與轉譯中心，xD for Medicine』，中亞聯大體系投
入大量研究資金，全力投入並發展具有『跨領域
整合性』之多維度列印技術及醫療應用，係為國
內第一個成功於醫療體系整合縱向及橫向，並專

方信元副院長（左上）、陳怡文副主任（右
上）及張穎宜醫師

精於 3D 列印之新創醫材技術臨床應用研究開發
中心，本中心延攬國內外包含醫學、醫工、資訊、
機械、材料、生化及醫學影像等專業人才所組成
之跨領域整合團隊，從原創研究、人體臨床驗證、
法規制定等層面，進行 3D 創新醫療技術及器材
之開發，導入國際最新思維與技術，研發客製化
的生醫器材，開發前瞻產品，以造福廣大病人與
民眾。本中心擁有多種不同的 3D 列印相關設備，
從光固化高分子機型、金屬列印機台、甚至到可

洪明奇校長、周德陽院長與陳怡文副主任
團隊合影

進行細胞列印的生物列印機，因此不僅開發 3D 列
印可生產的醫療器械，包括手術模型、手術導版
等臨床外科輔助及醫學教學模型，也包含部分客製化植入物及再生醫學相關研究等，可應用
科別包含顱顏顎面、人工關節、口腔植牙矯正、根尖治療、脊椎矯正、輔具義肢等，實際臨
床案例約達 800 案。除了臨床應用外，本中心也進行許多嶄新且前瞻的再生醫學研究，主要
著眼於可降解植入物、人工器官、再生醫學及器官晶片為重點，期望能將台灣頂尖的醫療產
業技術再昇華至下一個頂尖技術層級，並同時能將台灣既有的醫療技術輸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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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心研究特色
本中心目前以再生醫學、智慧手術規畫軟體、
智慧感測及器官晶片為四大研發主軸。多維生物
列印技術是再生醫學的重大驅動力，能有效擴張
組織再生的可能性，現今生物列印技術已可達成
皮膚、神經系統、人工血管、軟骨的再生。透過
數位影像及軟體技術，以患者的醫學影像進行手
術規畫，與多維列印客製化醫材結合，提升醫療

腫瘤器官晶片技術

的精準度及手術的成功率。此外，近年積極開發
腫瘤器官晶片，結合臨床醫師解決患者癌症藥物篩選的難題，期望透過體外建立患者的腫瘤
晶片，快速測試出最合適癌症患者的治療方案。
腫瘤器官晶片是一種在體外建構患者體內微環境的特殊晶片，透過腫瘤器官晶片進行
生物學研究和評估用藥策略，尋求對患者更有效的療法以及降低副作用的不適感，提供醫師
對於患者用藥與治療方式的選用參考依據，提升醫療品質。多維列印醫學研究及轉譯中心自
2017 年連續榮獲 4 屆國家新創獎，此項「生物製造之癌症晶片應用於患者特異性用藥預測
平台」於 2020 年榮獲第 17 屆的國家新創獎，又於 2021 年榮獲科技部「未來科技獎」。本
中心更是基於過去發展類器官及類球體之技術，積極結合基因工程技術，並透過本中心開發
之動態三維類球體培養，建構穩定大量製造工程化外泌體平台，製作出可量產之尖端基因工
程設計使外泌體具有標靶導向並成為腫瘤毒殺蛋白外泌體載體，未來有機會作為抗癌創新療
法，從精準檢測跨足至精準治療領域。
本中心從原創研究到臨床應用，結合臨床試驗並配合法規規範，進行創新醫療技術及器
材之商品化開發。在開展創新研發的過程中，本中心同樣注重學生教學、人才培育、產學對
接及產業服務，教學方面將培養學生紮實的專業學科能力，充實醫學工程及生物技術相關知
識；並以生醫材料、生物科技、醫學工程、影像資訊技術為基礎，開展智慧醫材及精準治療
的前瞻產品，同時也積極栽培醫材醫藥領域高階專業人才。在產學方面，過去在本中心所開
發之技術，已經移轉至數家高階醫材廠商，也協助這些廠商共同申請研發專案，提升國內醫
材能量，同時本中心更跨足至醫藥產業，協助國內大型藥廠應用新的檢測技術，執行精準醫
療及新藥開發。本中心優異的研發能量及完整的專利佈局，包括跨領域的人才培育、先進醫
材技術的開發，都透過產學合作的方式移轉入社會的產業鏈，帶動國家生技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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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與成就
●

2017 年 SNQ 國家品質標章

●

2017 年 榮獲第 14 屆國家新創獎—「開發骨融合術臨床應用之植釘模擬及規劃系
統」

●

2018 年 榮獲第 15 屆國家新創獎—「三維細胞球結合可列印神經導管創新醫材開
發」

●

2019 年 榮獲第 16 屆國家新創獎—「創新細胞積木應用三維人工真皮開發」

●

2020、2021 年 榮獲第 17 屆國家新創獎—「生物製造之癌症晶片應用於患者異性
用藥預測平台」

●

2021 年 榮獲科技部—未來科技獎—「生物製造之癌症晶片應用於患者特異性用
藥預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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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介面研究中心
Mind-Body Interface Research Center

特色：
本研究中心（MBI-Lab）多年來致力
於研究「有效且安全治療憂鬱症的新療
法」，不但找到天然營養物質作為治療方
式，更結合分子生物學及基因遺傳學探究
憂鬱症並因，並運用重複性跨顱磁別刺激
術、針灸，治療抗藥性患者，並結合臨床
試驗、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認知
測試分析、分子生物學、動物實驗及細胞
模型研究進行憂鬱症研究。此外，MBI-

身心介面中心團隊

Lab 也與國內大學及醫療院所有多項合
作，更與英國、美國、日本、加拿大、波蘭及中國等國外團隊有多項國際合作計畫，讓國內
外的專業研究人員，一同為全人類的身心健康努力！
本校蘇冠賓教授及張倍禎主任所領導的身心介面研究室（MBI-Lab），MBI-Lab 最大的
特色是結合臨床試驗、神經影像學、分子生物學、動物實驗及細胞模型來探索憂鬱症疾病因
和創新的治療，利用 omega-3 脂肪酸做為憂鬱症新療法有所深入研究，並用於特殊族群或合
併生理疾病之憂鬱症患者之治療，慢性 C 型肝炎、懷孕婦女、幼兒、心臟血管疾病病患、
巴金森症患者之憂鬱症治療。

特色亮點：個人化的憂鬱症精準醫療
憂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為二十一世紀的三大疾病，造成患者的身心傷害及
社會成本十分巨大。憂鬱症相當嚴重且複雜，當前所有的藥物及心理治療的預後仍難以令人
滿意。為了達成成為國際一流身心照護中心的發展目標，並因應未來醫學的發展及需求，蘇
教授帶領 MBI-Lab 團隊在安南醫院率先成立台灣第一所「憂鬱症中心」，積極發展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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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新療法」及「基礎研究」，成為亞太地區憂鬱症治療的重心。「憂鬱症中心」整合體
系下之神經、精神、復健、中草藥及心理社工相關之醫療專科，發展憂鬱症之全面化治療，
做為「憂鬱症後級轉送治療中心」，成為國內第一個針對憂鬱症診治的學術、訓練及臨床中
心，並提供國際級之高品質身心醫療臨床服務。
憂鬱症中心與 MBI-Lab 分別以臨床和基礎出發，以頂尖研究引領卓越的憂鬱症整合治
療（A Holistic Program of Excellence, HOPE），改良憂鬱症治療的研究成果，刊登於精神醫
學最頂尖的期刊，獲得國際重要研究大獎，並獲歐美憂鬱症臨床治療指引所引用，成為相關
領域之重要參考指標，研究成果享譽國際。
MBI-Lab 團隊持續舉辦國際「身心介面國際研討會」，迄今已邁向第十二屆，不僅吸
引世界頂尖大學及研究機構之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專家參加交流，提供精神醫學的臨床及研
究人員不一樣的視界，更以多元的角度讓國內外專家共同學習討論，成功促進國際性合作交
流。透過此研討會已經建立一個國際交流合作平台，深耕大腦神經精神醫學領域研究，增加
台灣於國際的能見度與領航力！

學術成就：
(1) 轉譯研究創新發現與亮點：
身心介面研究中心近年來的研究成果極具臨床學術價值。該團隊致力於尋找憂鬱症的
致病機轉及創新治療，結合運用重覆性跨顱磁刺激術、功能性磁振造影及針灸治療抗藥性患
者。利用 Omega-3 脂肪酸做為憂鬱症新療法，用於孕婦憂鬱症、合併心血管疾病、肝病、
神經疾病之憂鬱症治療上的先驅。系列性的臨床研究不斷地被其他研究團隊高度引用，蘇教
授因而成為台灣憂鬱症研究領域排名第一的科學家（expertscape.com/ex/depression/c/tw），
也榮獲「2011 年湯森路透科學卓越研究獎」，成為引用係數最高之 11 位台灣頂尖科學家。
根據 h-index 的統計，蘇冠賓教授在 omega-3 PUFAs 的憂鬱症領域上排名為全世界第一名。

(2) 基礎轉譯研究：
MBI-Lab 以「憂鬱症致病機轉」做基礎科學研究的探討。在動物模式方面，其團隊証
實 n-3 PUFAs 可以預防大鼠之類憂鬱症行為，且和大鼠腦中的 DHA 濃度有顯著的關聯。
另外利用細胞模式，進一步了解 n-3 PUFAs 抗鬱作用的分子機轉，找到 EPA 及 DHA 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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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抗發炎及抗氧化的相關途徑，並提出以 heme
oxygenase-1（HO-1） 來 做 為 連 結 n-3 PUFAs、 發
炎、氧化及抗鬱的新機制。另外中心團隊以「干
擾素誘發憂鬱症」為模型，主導多項國科會整合
型及專案型計畫，研究結果首度發現 phospholipase
A2（PLA2） 及 cyclo-oxygenase-2（COX2） 和 發
炎相關的憂鬱症有關，且憂鬱症身體化症狀和免
疫系統過度活化所導致的生理症狀相關，並發現
IFN-α 及 IFN-γ 誘發憂鬱症的一系列訊息傳導機
制，以及兩種干擾素誘發憂鬱症來自不同分子層
次的創見。更重要的是，團隊証實 n-3 PUFAs 抗
鬱作用與發炎及氧化作用之分子機制有關，可以

根 據 h-index 的 統 計， 蘇 冠 賓 教 授 在
omega-3 PUFAs 的憂鬱症領域上排名為
全世界第一名 。

預防發炎反應所誘發的憂鬱症。

社會貢獻：
蘇教授與其國際研究合作夥伴經多年來努力，在 2013 年創建「國際營養及精神醫學
研 究 學 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utritional Psychiatry Research（ISNPR）」， 擔 任 ISNPR
創 會 理 事， 在 2015 年 分 別 於 World Psychiatry（Impact Factor IF=50） 及 Lancet Psychiatry
（IF=18）發表論文指出營養在憂鬱症的病因及治療上的重要性，並且提出治療指引和專家
共識，成為推動營養醫學成為精神醫學主流的重要學者。
蘇教授和張主任也在 2016 年成立了「台灣營養及精神醫學研究學會 Taiwanese Society
for Nutritional Psychiatry Research（TSNPR）」，分別擔任創會理事長和創會理事。蘇教授
同時也是國際脂肪酸研究學會（ISSFAL）的理事，以及期刊 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
（BBI）的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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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幹細胞中心
Integrative Stem Cell Center

成立歷史：
醫學的進步一日千里，幹細胞與再生醫療已
是二十一世紀生物醫學重要領域。有鑒於國內院
校及研究機構之幹細胞的發展缺乏整合性機構，
為了達成本院的遠景與目標「成為世界一流的中、
西醫學中心」，以因應日益增加的幹細胞移植與
癌症治療等臨床服務與研究需求，本院於 104 年
4 月規劃籌設國內首座以幹細胞為主題的生物醫
學研究中心，並於 104 年 8 月正式成立「整合幹

中國附醫整合幹細胞中心的跨領域研究團
隊

細 胞 中 心 」（Integrative Stem Cell Center， 簡 稱
ISCC）。本中心成立初期，禮聘國際知名幹細胞學者中央研究院鍾正明院士擔任資深科學
顧問，並延攬台灣新生代傑出幹細胞研究學者洪士杰教授擔任中心主任。團隊包含物理、化
學、材料、生物、資訊、3D 列印等專家，共同組成國際級跨領域幹細胞研究團隊。

願景：
我們的團隊，除致力於促進幹細胞生物學、型態發生學、組織發育、與再生醫學等學門
發展，並致力將上述基礎研究之先進發展，整合至再生醫學的新興治療策略，以增進病人福
祉，並彌補當代醫學的不足。

目標：
●

幹細胞與再生醫學重大基礎議題的開創性突破

●

先進研究與臨床治療技術的開發

●

研究成果商品化以解決醫療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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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台灣、乃至於國際上幹細胞研究領域的領導者

重大研究成果：
自然界最複雜的皮膚附屬物—鳥羽功能性結構的再生與演化解密
皮膚及附屬物具高速再生與多功能特
性，是再生醫學與幹細胞研究的重要研究
課題。阮文滔副研究員與美國南加大鍾正
明教授所共同領導的跨領域研究團隊，結
合了生物物理、分子發育和考古研究，以
自然界最複雜的皮膚附屬鳥羽為對象，探

整合幹細胞中心於鳥羽再生發育的研究成果，發
表於 2019 年 11 月 27 日出刊的國際頂尖學術雜誌
Cell，且獲選為該期雜誌封面故事，將台灣國鳥藍
鵲的展翼英姿與中醫大的研究能量，推升至頂尖國
際學術舞台，且獲媒體廣泛報導。

討羽毛的結構組成、再生演化與功能機制
之謎。我們的成果，解密了生命如何因應
生態環境適應的需求，並在自然定律的限
制下，從簡單組織發育成適應生態需求的

複雜多功能結構的法則。我們的研究，也將啟發未來再生醫學新策略，並促進新穎仿生複合
材料的開發。以上鳥羽再生與仿生材料開發的開創性突破，已刊登於 2019 年 11 月 27 日出刊
的國際頂尖學術雜誌 Cell，並獲出版商選為該期雜誌的封面故事，將台灣國鳥藍鵲的展翼英
姿與中醫大的研究能量，推升至頂尖國際學術舞台。此論文 31 位作者中，共有 23 位台灣本
土作者，其中有 10 位來自中醫大體系，展現本校近年來在頂尖學術人才培育的卓越成果。

具關節炎專一導向功能之胜肽序列及其應用
軟骨組織是人體骨骼系統中承受體重重力、活動壓力最主要的地方，且在創傷破損後沒
有自行癒合或再生的能力，嚴重者將引發關節慢性發炎與疼痛，造成肢體行動障礙。洪士杰
教授團隊開發出專一性關節炎巡弋型特性的胜肽序列，具有歸附破損關節軟骨細胞之功效，
其團隊進一步研發製備成複合醫材後，具提高關節炎患處之關節活動潤滑度。除應用於關節
損傷保護之外，該序列也可廣泛應用在增進幹細胞移植治療退化性關節炎之細胞歸附與利用
效率，以及研發製備成專一性攜藥載體與診斷試劑。利用新穎之導向型幹細胞治療技術，達
成永久性修復關節炎，將是再生醫學領域的一項重要發展里程碑。相關研究成果已經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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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利， 並 被 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2021）接受。
我們目前也開始進行胜肽結合玻尿酸
之複合醫材之 preIND 測試，計畫申請育苗
計畫，目前已通過初審，並獲商品化中心
推薦進行計畫之複審審核。未來將可以應
用此複合醫材於退化性關節炎之治療，提
具關節炎專一導向功能之胜肽序列及其在早期退化
性關節炎之診斷，提升玻尿酸之留存及潤滑，間葉
幹細胞之再生醫學及 disease modifying agents
之開發應用。

高玻尿酸之潤滑效益以保護關節軟骨。

在癌症精準免疫治療新策略開發

洪士杰主任與本院大腸結直腸癌團隊合作，確定蛋白磷酸酶 2A（PP2A）失活在微衛星
不穩定性誘導、新抗原產生和免疫反應中的重要作用，此論文於 2021 年 12 月發表於 Nature
Communications（2021）。也發展出一個新穎有效的 PP2A 抑制劑之聯合療法以抑制腫瘤生
長。在臨床應用層面，通過比對腫瘤基因組圖譜數據庫（TCGA）及基因組組織表現數據庫
（GTEx）來源的數據，在癌組織中特異性高表現的 PP2A 內生性抑制劑（SET 或 CIP2a），
將是克服免疫治療抗藥性的理想標靶。該研究也初步證實了 PP2A 抑制劑有效促進免疫治療，
抑制腫瘤生長，重要的是，這種聯合療法並無明顯副作用。

間葉幹細胞於疾病所扮演之角色與新治療策略開發
洪士杰主任團隊發表在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2019 之論文，對僵直性脊椎炎
（AS）形成 syndesmophyte 的機轉，提出嶄新的說明，並藉此發展新的治療方法。他自
AS 患者發生脊柱強直的 enthesis 組織附近分離出間質幹細胞（AS MSCs），並藉此解明了
HLA-B27 介導的 sXBP1- RARB- TNAP 訊息途徑加速了 AS MSCs 的礦化，這與 Runx2 無
關。通過將 AS MSC 植入 NOD-SCID 小鼠的腰椎中來建立模擬 AS 病理性 bony apposition
的動物模型。團隊證明 TNAP 抑製劑，包括 levamisole 和 pamidronate，在體外可抑制 AS
MSCs 礦化，並在體內阻斷 bony apposition。此外，並證明血清骨特異性 TNAP（BAP）濃
度是預測具有高放射學進展風險的 AS 患者的潛在預後生物標誌物。此研究強調 HLA-B27
介導的 sXBP1-RARB-TNAP 軸在 AS syndesmophyte 發病機制中的激活的重要性，並為診斷
和預防 AS 的放射學進展提供了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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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表觀遺傳對間葉幹細胞複製更新，分化潛能及癌化之調控機制
洪士杰主任發表於 Nature Communications, 10: 2226, 2019 的論文證明源自牙髓的幹細
胞具有減少的 DNA 甲基化和組蛋白修飾以及更高的 PTEN 活化，從而促使它們的命運成
為體內最硬的組織並降低它們腫瘤發生的可能性。該論文發現 DP-MSCs 表現出增加的成
骨分化潛能，但具有降低的脂肪分化潛力，並可以形成牙本質牙髓樣複合物，並且與 BMMSC 相比具有抗致癌轉化的能力。進一步以全基因組 RNA-seq 進行差異表達分析，發現兩
者在脂肪細胞和成骨細胞分化，骨髓腫瘤和 PTEN / PI3K / AKT 等訊息途徑上，有明顯的差
異。和 BM-MSC 相比，DP-MSC 有更高的 PTEN 表達，是造成兩種細胞分化潛能和腫瘤發
生差異的原因；且 DP-MSC 的 PTEN 啟動子上，表現出更高的 DNA 甲基化和更多抑制標記
H3K9Me2。而 DNA 甲基化和抑制標記 H3K9Me2 的增多，則分別由 DNMT3B 和 G9a 等表
觀遺傳因子所調控。本研究顯示表觀遺傳因子如何廣泛地調控分化潛能和腫瘤發生，未來在
開發幹細胞作為治療用途時，應該考慮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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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SCI/SSCI 論文發表數量
逐年成長
論文發表數量逐年成長，自洪校長上任以來，論文發表數由 2019 年的 2620 篇上升至
2021 年的 4097 篇，提昇率達 50%。

資料來源：ISI-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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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品質
逐年提升
本校高品質期刊論文（Impact factor ≧ 5 或 Impact factor ≧ 10）之數量逐年成長，2021
年 IF ≧ 5 論文發表篇數達 1055 篇（佔總篇數 29%），其中 IF ≧ 10 論文篇數達 149 篇（佔
總篇數 4.1%），顯示本校論文的質與量均明顯成長進步。

年度

總 Article 篇數
（平均 IF 值）

IF 值≧ 5 篇數

IF 值≧ 10 篇數

2018

1,751 (3.33)

212

42

2019

2,165 (3.43)

285

50

2020

3,210 (3.55)

470

78

2021

3,627 (4.45)

1055

149

資料來源：ISI-WOS

資料統計時間：2021/12/31

資料來源：ISI-WOS

資料統計時間：202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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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高被引學者
本校獲選名單
科睿唯安（Clarivate）所發佈的 2021 年度《高被引學者》（Highly Cited Researchers ™）
名單。在全球 6600 人次的學者入選名單中，台灣共有 16 位本土學者上榜，本校共計 3 位學
者入榜。

姓名

英文姓名

學科領域

機構

洪明奇

Mien-Chie Hung

跨領域

中國醫藥大學

姚任之

Jen-Chih Yao

數學

中國醫藥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薛博仁

Po-Ren Hsueh

藥理及毒理學

國立臺灣大學

註：薛博仁教授已自台大退休，現任職於中國醫藥大學
資料來源：科睿唯安 2021 年度《高被引學者》名單出爐 匯集全球頂尖科學人才 - Clarivate - Taiwan

洪明奇校長獲頒 2021 年度《高被引學者》全球頂
尖科學家榮銜

薛博仁教授獲頒 2021 年度《高被引學者》全球頂
尖科學家榮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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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佛大學（Scopus）全球
前 2% 頂尖科學家入榜人數（含附設醫院）
史丹佛大學透過 Scopus 的論文影響力數據發布「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World’s Top
2% Scientists 2020）」名單，本校含附設醫院共計有 52 位學者入榜，全國排名第 6，私校第
2。

中國醫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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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大學的
《世界大學》綜合排名係數

上海交大

U.S. NEWS

泰晤士

URAP

學校

世界
排名

臺灣
排名

世界
排名

臺灣
排名

世界
排名

臺灣
排名

世界
排名

臺灣
排名

綜合
排名
係數

國立臺灣大學

221

1

113

1

192

1

136

1

4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445

5

305

3

587

3

273

2

13

中國醫藥大學

237

2

318

4

771

6

397

3

15

國立清華大學

438

4

386

5

375

2

502

6

17

國立成功大學

409

3

637

7

635

4

399

4

18

臺北醫學大學

705

8

231

2

902

8

525

7

25

長庚大學

456

6

943

11

1029

11

489

5

33

國立中山大學

657

7

844

10

967

9

767

9

35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925

12

641

8

870

7

798

11

38

國立中央大學

816

11

1097

15

724

5

768

10

41

高雄醫學大學

742

9

1043

13

1175

14

656

8

44

亞洲大學

804

10

586

6

1506

17

865

13

4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996

14

670

9

1011

10

1101

15

48

國立中興大學

934

13

1214

17

1160

13

801

1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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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私立醫學大學的
《世界大學》綜合排名係數
上海交大

U.S. NEWS

泰晤士

URAP

學校

世界
排名

私醫
排名

世界
排名

私醫
排名

世界
排名

私醫
排名

世界
排名

私醫
排名

綜合
排名
係數

中國醫藥大學

237

1

318

2

771

1

397

1

5

臺北醫學大學

705

3

231

1

902

2

525

3

9

長庚大學

456

2

943

3

1029

3

489

2

10

高雄醫學大學

742

4

1043

4

1175

4

656

4

16

慈濟大學

—

—

1463

6

—

—

—

—

—

中山醫學大學

—

—

—

—

1544

5

—

—

—

馬偕醫學院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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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少糖”保護您的胰臟
本校講座教授李文華院士研究團隊新發現胰腺癌的關鍵原因
是糖代謝異常！刊登於國際知名期刊《細胞代謝》
“

糖

”是損傷胰臟的危險因子！中央研究院李文
華院士偕中國醫藥大學研究團隊又有新發

現，糖代謝異常是導致胰腺癌的關鍵「原因」；避
免攝取「高糖」可保護胰臟免於因代謝異常而造成
損傷，降低罹患胰腺癌的風險。這項預防人類重大
疾病的研究成果，於 3 月 7 日刊登於國際知名期刊
《細胞代謝》（Cell Metabolism）。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李文華
院士帶領的研究團隊，在中研院登峰計劃、科技部

李文華院士解說預防胰腺癌的研究能解
決人類重大疾病的貢獻。

卓越團隊計劃支持下，為解決國人重大疾病「胰腺
癌」醫學難題，結合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胡春美、
陳玉如、陳怡如博士團隊、中國醫大潘玉華院士研
究團隊、台大醫院章明珠、張毓廷、鄭永銘醫師團
隊共同攜手合作，近年投入基礎與臨床研究終於獲
得關鍵性的研究成果。
李文華院士於八日上午偕研究團隊發表研究成果。
他強調，這項臨床研究新發現，對預防人類健康的貢
獻，可以打「世界杯」，要預防癌中之癌「胰腺癌」找

李文華院士解說“糖”是損傷胰臟的危
險因子。

上門，少糖就對了！
中國醫藥大學講座教授李文華院士表示，有「癌
中之癌」之稱的「胰腺癌」初期症狀並不明顯，通
常八成病患經確診後都已經是末期，其中可手術治
療的病患更只占二成；即便手術成功，也有近八成
病患會再度復發或轉移。因此，若能進一步了解其
生成機制，不僅能發展更有效的標靶藥物，還能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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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華院士與傑出團隊發表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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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預防勝於治療」之效。
然而，過往研究只知胰腺癌和糖代謝異常有關，並不確定其因果關係。研究團隊成員、基
因體中心研究助技師胡春美表示，80% 的胰腺癌和糖尿病相關，但因果並不清楚。因此，此次
研究最大貢獻在於，證實糖代謝異常是導致胰腺癌的關鍵「原因」。
胡春美博士表示，有科學研究指出，名為 KRAS 的基因能促進細胞生長與存活，然而
當 KRAS 突變時，細胞可能異常分裂，進而導致生成腫瘤癌細胞。此次研究李文華團隊也
與臺大醫院張毓廷、章明珠和鄭永銘醫師合作，採集、檢驗四種非癌細胞：
1. 患糖尿病的胰腺癌患者之未癌化正常胰臟組織
2. 患糖尿病的胰腺癌患者鄰近胰臟的小腸組織。
3. 未患糖尿病的胰腺癌患者之未癌化正常胰臟組織
4. 未患糖尿病的胰腺癌患者的鄰近胰臟的小腸組織。
研究結果顯示，KRAS 基因突變只
發生在患糖尿病的胰腺癌患者正常胰臟
細胞內，可以明顯觀察到其基因組受損，

胰臟癌小檔案

另三種組織則無此現象。胡春美說：「幾
乎 94% 的胰腺癌病人檢體裡都能發現有

胰臟是一個深深地藏在我們的腹腔裡面的
一個臟器，它被肝臟、腸、胃、膀胱環繞，
擔負提供消化系統「酵素」和「胰島素」
的工作。當我們吃下食物後，消化系統的
任務在於把食物磨碎，分解，最終的目的，
在於去蕪存菁，篩選產生出各式代謝產物，
再經血液循環系統送達各個器官。
以功能來區分，胰臟主要分成兩部分，一
個屬於「外分泌」類，這部分的功能在於
產生「胰液」，經過胰臟的腺管送出到小
腸，用來幫助分解碳水化合物、蛋白質、
和脂肪。另一部分，在胰臟內好像許多獨
立的小島般的，所以稱之為「蘭氏小島」，
胰島被歸類為「內分泌」類，因為它所產
生的荷爾蒙，包括胰島素和升糖素，會直
接經由血管送到身體各處。
以目前的醫療數據來說，在胰島產生癌細
胞所造成的癌症，約佔胰臟癌百分之五；
而另外百分之九十五多發生在胰臟腺管的
癌症，稱之「胰腺癌」，在治療上，後者
更為棘手，病人平均存活率為 3-6 個月。

致癌 KRAS 基因的突變」。
因此，李文華院士研究團隊推論，胰
臟在執行代謝作用時出了問題，才導致基
因組受損，造成 KRAS 基因突變。為了證
實此假設，研究團隊在正常的胰臟細胞中
使用高濃度劑量的糖、蛋白質、以及脂肪
類代謝的產物，結果顯示，只有糖會讓胰
臟細胞產生基因變異。
基 因 體 研 究 團 隊 表 示，dNTP（ 氧
核 糖 核 苷 三 磷 酸，deoxy-ribonucleoside
triphosphate）是人體攝取葡萄糖後產生
的核苷酸，也是基因組生成和複製不可
或缺的材料。處在高糖環境的胰臟細胞，
合成基因組所需的 dNTP 量明顯降低。
研究發現，攝取過量的葡萄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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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胰臟細胞內蛋白質醣化狀況，進而導致調節 dNTP 量的重要酵素 RNR（核糖核苷酸還
原酶）的 R1 亞基（RRM1）會被 O- 連結乙醯葡萄氨糖（O-GlcNAc）修飾，最終降低 RNR
的活性，使細胞內 dNTP 產量不足，大幅降低良率。
研究團隊表示，少了 dNTP，胰臟細胞的基因組複製、修補過程中，有損傷需要修補
時，便會因原料不足而使修補過程發生錯誤，導致 KRAS 基因突變，便可能導致胰臟細胞
癌化。
至於高糖飲食對其他器官細胞的癌化有無影響？研究團隊也長期餵食小鼠高糖高脂食
物，造成高血糖症狀後，檢查其胰臟、大腸、小腸、肝臟、肺臟、腎臟等器官。結果顯示僅
有胰臟組織明顯出現基因組受損和 KRAS 基因突變。
研究團隊證實，因高糖增加蛋白醣化而失去自身 DNA 修補的現象，只發生在胰臟細
胞。雖然肺癌和大腸癌與糖尿病有關聯，但是與糖攝取的多寡無直接關聯。
李文華院士團隊繼 2015 年發表抗體 IL-17RB 證明可減緩胰臟癌的轉移後，此研究把胰
臟癌的生成機制作更完整的表述。論文第一作者為胡春美，通訊作者為李文華。

▍完整論文連結：
https://www.cell.com/cell-metabolism/fulltext/S1550-4131(19)30069-5。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3/08 14: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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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針灸大師林昭庚講座教授
主編“實驗針灸學”英文版
國際知名 Springer Nature 出版發行

享

譽國際的中醫針灸大師、中國醫藥大學林昭
庚講座教授，獲得國際知名 Springer Nature

出版集團特別邀請主編“實驗針灸學”一書正式
問世，這本英文版的實驗針灸工具書，共集結了
十四位中外學者專家的經驗與智慧，歷經五年的
驗證完稿，將發行全世界做為教學使用，提升台
灣在針灸研究的國際地位。
中醫針灸臨床療效已被世界衛生組織

中醫針灸大師林昭庚教授偕編撰《實驗針
灸學》英文版學者專家團隊

（WHO）認可，也是台灣中醫藥國際化最成功的
領域；中國醫藥大學是全國首創針灸醫學教育與臨床研究的大學，擁有完整的針灸醫療研究
團隊，在全球化的針灸熱潮中，擁有最佳的學術領導地位。
針灸在中醫的使用已經有 2500 年的歷史，近代傳入西方後，亦廣受歡迎與使用，世界
衛生組織明訂針灸有 64 種適應症，針灸雖然可以治療這麼多種疾病，但其作用原理尚未充
分了解。
台灣在『針灸醫學』發展史上，中國醫藥大學林昭庚講座教授具有豐富的針灸臨床實証
醫學經驗，其學術成就亦受國際學術界肯定，對中西醫界有著廣泛的影響，在超過 40 年臨
床、教學與研究的生涯過程中，獲獎無數。
國際知名 Springer Nature 出版集團特別邀請中國醫藥大學林昭庚講座教授主編“實驗針
灸學”一書，希望能對針灸治療疾病的機轉及其針灸動物基礎研究作一系統性的回顧與整
理，以作為各國醫學生的針灸教科書及從事針灸工作醫師之參考資料。
為考証“實驗針灸學”英文版的實証醫學內容，林昭庚講座教授廣邀中外學者專家共襄
盛舉，委由易宏教授及劉心萍教授擔任副總編輯，協助排版及與出版社聯絡之工作。
“實驗針灸學”英文版收錄文章包括：中國醫藥大學程錦宜醫師合寫針灸總論，針灸治
療中風機轉，林以文教授合寫針灸止痛機轉，陳易宏教授合寫針灸治療藥癮及止癢機轉，蘇
冠賓教授、周立偉教授、孫茂峰院長合寫針灸治療憂鬱症之基礎研究，陳悅生教授合寫針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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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周邊神經修復之機轉，大葉大學張世良教授與中國醫藥
大學李育臣主任合寫治療糖尿病機轉，陽明大學邱仁輝教
授撰寫溫灸的基礎研究，台灣大學張芳嘉教授合寫針灸失
眠的機轉；並邀請大陸中國中醫科學院高昕妍教授撰寫調
節腸胃功能的基礎研究，奧地利 Graz 大學 Litscher Gerhard
教授撰寫雷射針灸的之研究。
林昭庚講座教授表示，“實驗針灸學”英文版一書從
開始規劃至完成花費約 5 年的時間，為目前唯一本國際英
文實驗針灸的的工具書，本書的出版不但可以做為教學使
用，並有助於針灸現代化研究的發揚光大，同時把台灣中
醫針灸科學化領域推上世界舞台，發光發亮，提升台灣在
針灸研究的國際地位。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1/18 16: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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譫妄症預防與治療新發現
蘇冠賓教授帶領國際跨院合作團隊
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知名期刊 JAMA Psychiatry

譫

妄症患者的福音！由中國醫藥大學精神醫
學教授蘇冠賓主導，結合國際跨院合作團

隊研究新發現，褪黑激素受體藥物 ramelteon 對於
預防重病患者產生譫妄症有顯著的功效；在台灣
醫學界有助於替臨床醫師帶來治療藥物選擇的根
據之外，也為未來的譫妄症研究和治療指引提供
新的方向！
這項研究由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教

國際期刊 JAMA Psychiatry 刊載蘇冠賓教
授團隊研究成果

授兼任副院長蘇冠賓醫師、林口長庚復健科吳易
澄醫師、高雄文信診所曾秉濤醫師等學者專家主
導，並與日本國家癌症中心、英國倫敦國王學院
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進行國際跨院合作，對精神
疾病的最嚴重之類型「譫妄症」的所有藥物治療
納入研究主題，他們的研究成果於 2 月 27 日刊
登在國際知名期刊《美國醫學會雜誌—精神病
學》（JAMA Psychiatry），並獲得國外審查專家

蘇冠賓教授（右四）帶領的跨院合作團隊

評論：「做為未來臨床指引制定之重要根據！」
譫妄（delirium）在重症治療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症候群，主要症狀包括突然其來嚴重
的聽幻覺、視幻覺、及怪異妄想，合併意識混亂，讓照顧者以為患者中邪了。最新研究的報
告指出（Pérez-Ros et al. Diseases 2019 Jan 30），譫妄在住院中老人盛行率高達 27%，加護
病房高達 35%, 如果使用上呼吸器更上達 80%；由於譫妄患者死亡率高達 20-30%（Lipowski
NEJM 1989），其臨床意義非常重要，代表個案的病情相當嚴重，不容輕忽！
目前醫學界公認對於治療譫妄最重要的就是找出潛在生理病因並盡快矯正（例如藥物中
毒或戒斷、代謝系統異常、急慢性內外科疾病或感染病…等等）。然而，譫妄症狀（例如幻
覺及妄想所造成的對自我及他人之危險以及治療和照顧上的困難），嚴重影響病人的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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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其病因仍未完全明朗，研究認為譫妄幻覺妄想症狀與腦內多巴胺、乙醯膽鹼、GABA 等
神經傳導物質異常、以及生物節律與醒睡中樞異常有關。
鑑於臨床研究證據相當有限，療效不足、副作用、都增加臨床治療困難；此外，譫妄的
預防更是讓臨床醫師爭論不休的議題。臨床治療指引（clinical guideline）都強調：目前的臨
床研究證據不足，無法有足夠確實的結論！
蘇冠賓教授帶領的國際合作團隊運用系統回顧和統合分析（NMA）方法，分析 58 個
有關譫妄預防或治療的臨床試驗，其中包含的受試患者 9603 名。分析結果顯示，在預防方
面，可調節生理時鐘的褪黑激素受體藥物 ramelteon 具顯著效果；在治療方面，haloperidol
與 lorazepam 兩藥物的組合適用於嚴重的急性譫妄症患者，療效相對其他藥物明顯。
蘇冠賓教授表示，生理時鐘的穩定性是維持大腦意識功能的關鍵，而譫妄患者普遍有生
理時鐘失調的情形，因此重症病人若開始出現日夜顛倒、晚上發生意識障礙等狀況，可及早
透過褪黑激素受體藥物來預防譫妄的發生。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3/04 09: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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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研究所蔡宗霖博士
榮獲『第 28 屆王民寧獎』
國內醫藥研究所博士班優秀論文獎

中

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蔡宗霖博士，發
表研究探討鉻、鉛、鎘三種金屬共同暴露會

加速腎功能下降之虞，其研究成果對於民眾之健康
有相當貢獻，榮獲今年「第 28 屆王民寧獎」之國
內醫藥研究所博士班優秀論文獎殊榮。
蔡宗霖博士現為國家衛生研究院擔任博士後
研究員，獲獎的研究主題為「鉻暴露與鉛和鎘的
共同暴露加速腎功能下降」（The decline in kidney

蔡宗霖博士榮獲第 28 屆王民寧獎接受台
灣大學醫學院張上淳院長授獎

function with chromium exposure is exacerbated with
co-exposure to lead and cadmium; Kidney International; IF: 8.395），此為過去鮮少被研究者
所探討的議題，亦對於該領域相關研究提供不同的思考與見解，其研究成果對於民眾之健
康有相當貢獻；另外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相當注重學術倫理和人體研究個案保護（Human
Subject Protection），獲得評審委員會評核肯定。
第 28 屆王民寧獎頒獎典禮於 12 月 21 日在台北晶華酒店舉行，由國家衛生研究院梁賡
義院長和台灣大學醫學院張上淳院長授獎，分別頒發『學術研究成果對醫藥科技發展、國民
健康和國家社會傑出貢獻獎』和『國內醫藥研究所博士班優秀論文獎』，與會貴賓及得獎的
傑出菁英參加，共享榮耀一刻！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1/04 1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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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原住民族藥用文化知識
中國醫藥暨中藥資源學系張永勳教授團隊
編撰完成「臺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彙編」第二版

中

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張永
勳教授團隊編撰完成「臺灣原住民族藥用

植物彙編」第二版，衛福部中醫藥司司長黃怡超
13 日主持書發表會，有助於保存原住民族傳統醫
藥文化知識。
衛福部中醫藥司出版「臺灣原住民族藥用植
物彙編」，委請中國醫藥大學張永勳教授、弘光
科技大學何玉鈴副教授和慈濟大學鴻義章副教授
編制，藉由整合傳統知識與現代研究，將原住民
族傳統資源妥善保存並加以應用，冀望發揚臺灣

衛福部中醫藥司長黃怡超與張永勳教授團
隊合影。

藥用植物之文化知識。
黃怡超司長表示，臺灣原住民族之歷史文化底蘊深厚，
代代相傳之原住民族傳統醫藥知識，亦是專屬於臺灣的寶貴資
產，現今醫療及健保體系健全，原住民族漸漸不再使用植物治
療，傳統醫藥知識即將消失，為了保存其傳統醫藥文化，於是
出版「臺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彙編」，除了可提供學術應用參
考外，更可讓國人進一步了解臺灣原住民族傳統醫藥文化。
張永勳教授表示，「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彙編」再版，
整理日治時代以來的研究，保存原住民的智慧；並參考日本專
家山田金治對台灣原住民的田野調查，著重植物成份和藥理資

「臺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彙
編」專書。

料，以符合現代植物藥理研究資訊。
依內政部戶政司資料，將原住民種族由原本 9 族（排灣族、泰雅族、布農族、卑南族、
阿美族、達悟族、鄒族、魯凱族、賽夏族）新增至 16 族（新增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
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並將原住民部落加註現在地名，同
時藉由實地查訪，將以往藥用植物收載的 278 種，增加至 301 種藥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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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彙編」再版專書，將會寄送原鄉地區之高中、國中、小學共
432 所及相關學術研究機構參考應用，除有傳承臺灣原住民族文化之深刻意義外，將傳統醫
藥知識整合現代科學研究，更可使這份專屬於臺灣的寶貴資產永續傳承。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3/14 1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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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引起氣喘的關鍵時期
公共衛生學院院長黃彬芳教授帶領
跨領域團隊合作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預

防氣喘的新方向！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黃彬芳教
授兼院長團隊的研究新發現，對於空氣污染物細懸浮微

粒 PM2.5 濃度超標時，引起氣喘發生的關鍵時期可能在懷孕
初期、中期與嬰兒出生後一年間。換言之，當空氣品質不佳
時，應盡量避免戶外活動，以確保身體健康。
黃彬芳教授研究團隊的這項研究成果，近日發表於國際
知名期刊《過敏與臨床免疫學期刊》（The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並獲該期刊選為精選研究（Latest
Research Summaries），將同步刊載於美國過敏氣喘與免疫學
會（American Academy of Allergy, Asthma & Immunology） 首

國際知名期刊《過敏與臨床
免疫學期刊》

頁。
近 年 來， 對 於 空 氣 污 染 衍 生 國 人 的 健 康 問
題，備受關注；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黃彬芳教授帶領團隊，結合國立台灣大學大氣科
學系陳維婷助理教授與日本國立環境研究所特別
研究員鍾朝仁博士之跨領域團隊合作，應用高時
間解析度衛星預測模式推估 PM2.5 濃度，透過大
數據分析並使用最新統計模式，克服過去研究受

黃彬芳院長帶領的研究團隊

限於研究方法時間解析度不足的限制，分析 2004
至 2011 年間出生於臺中市的 18 萬名嬰兒之世代，追蹤至 2014 年底，研究結果顯示，PM2.5
導致氣喘的關鍵時期為懷孕期 6 至 22 周與嬰兒出生後 9 至 46 周，與肺部發育時期胚胎期
（embryonic）、偽腺期（pseudoglandualr）與小管期（canalicular stage）時間一致。
此外，母親懷孕期間暴露於 PM2.5 濃度高於 93μg/m3 將顯著提高嬰兒出生後罹患氣喘
之危險性；嬰兒出生後暴露於 PM2.5 濃度高於 25μg/m3，將提高罹患氣喘危險性，暴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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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濃度高於 73μg/m3 更可能大幅提

PM2.5 是什麼？

升之後罹患氣喘危險性。
黃彬芳教授強調，暴露於 PM2.5 可

空 氣 中 存 在 許 多 污 染 物， 其 中 漂 浮 在 空
氣中類似灰塵的粒狀物稱為懸浮微粒
（particulate matter, PM），PM 粒徑大
小有別，小於或等於 2.5 微米（μm）的
粒子，就稱為 PM2.5，通稱細懸浮微粒，
單位以微克 / 立方公尺（μg/m3）表示之，
它的直徑還不到人的頭髮絲粗細的 1/28，
非常微細可穿透肺部氣泡，並直接進入血
管中隨著血液循環全身，故對人體及生態
所造成之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大氣中的 PM2.5 主要都是來自人為因素，
諸如石化燃料、工地粉塵、工業排放、車
輛廢氣造成污染等。

能導致氣喘發生與引起急性惡化，目前
全球罹患氣喘病者超過 3 億人口，造成
公共衛生與經濟支出龐大負擔，由於氣
喘一旦發生，無法根除，僅能藉由藥物
與環境改善控制，預防氣喘發生就變得
格外重要。該研究結果建議敏感族群如
孕婦與嬰兒，在關鍵影響時期與 PM2.5
濃度高時，應盡量避免戶外活動，以減
少暴露於 PM2.5 引起氣喘之風險。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6/11 14: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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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免疫治療的重大突破
校長洪明奇院士研究團隊
研究成果發表國際知名期刊《臨床研究雜誌》

台

灣在癌症免疫治療又有突破性的進展；國際知名癌症基
因科學家、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領導的研究團

隊，與美國的姊妺校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研究團隊攜手合
作，發現透過 IL-6 抗體與抗 T 細胞免疫球蛋白粘蛋白（Tim3）之合併治療，有克服癌細胞對免疫檢查抑制之抗藥性，以
增強免疫治療之療效，讓醫界相當振奮，能更廣泛的造福癌症
患者貢獻卓著。
中國醫藥大學洪明奇校長研究團隊與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
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研究團隊攜手合作發
表的『IL-6 / JAK1 途徑驅動 PD-L1 Y112 磷酸化以促進癌症免
疫逃避 IL-6/JAK1 pathway drives PD-L1 Y112 phosphorylation to

國際知名《臨床研究雜誌》
期刊。

promote cancer immune evasion』研究成果，於 7 月 18 日榮獲國際知名期刊《臨床研究雜誌》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刊載，立即受到國際醫學界的高度重視與肯定，更提升台灣在
癌症治療領域的國際聲譽及世界競爭力。
「免疫療法」被視為癌症治療的新希望，因此，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也批准了
好幾種臨床治療性抗體。但是，仍有隱性癌細胞會逃脫免疫細胞的攻擊而存活下來。
洪明奇院士表示，PD-L1 是免疫檢查點蛋白抑制，與 T 細胞上 PD-1 受體的結合會活化
其共同抑制信號，並抑制細胞毒性 T 淋巴細胞的功能，使得癌細胞得以逃避人體的免疫監
控，阻斷 PD-L1 或 PD-1 已經在癌症治療中顯示出令人鼓舞的臨床結果。
洪明奇院士研究團隊同時也發現，癌細胞內所產生的糖基化現象，將有潛力成為有效的
生物標記，用來引導合併療法並增強癌症患者對於免疫療法的反應效果。
眾所周知，免疫受體和配體的糖基化（例如 T 細胞受體和共同抑制分子），能夠調節
免疫傳遞信號之活化及免疫監視。而 PD-L1 正是一個高度糖基化的蛋白質，並且 PD-L1 的
糖基化能有效地增強其免疫抑制的功能，從而導致對免疫檢查點抑制的抗藥性。然而，致
癌傳遞信號如何調控 PD-L1 糖基化，藉以誘導免疫抑制活性仍不清楚。在這項研究中，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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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奇院士研究團隊顯示發炎性細胞介白素 IL-6
激活的 Janus 激酶會磷酸化 PD-L1，進而吸引
內質網相關的 N- 糖基轉移酶 STT3A，以催化
PD-L1 糖基化並維持 PD-L1 的穩定性。
在動物模型中，透過 IL-6 抗體與抗 T 細
胞免疫球蛋白粘蛋白 -3（Tim-3）之合併治療，
能誘導並增強 T 細胞的毒殺腫瘤作用。在肝癌
患者腫瘤組織中也觀察到 IL-6 和 PD-L1 表現

本校分子醫學中心的頂尖研究團隊。

量之間的正相關性。
洪明奇院士研究團隊成員第一作者詹立全博士表示，這項研究成果不僅鑑定了癌細胞中
調節 PD-L1 糖基化起始的機制，並顯示出結合抗 IL-6 和抗 Tim-3 為有效標記引導之合併治療
策略，這對於解決目前癌症治療效果較差的患者而言，的確是令人振奮的結果。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7/18 09: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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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癌症標靶治療更為精準
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國際研究團隊
研究成果發表國際知名期刊《癌細胞雜誌》

癌

症患者臨床檢體中無法偵測到 PD-L1 之謎被破解了！中
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國際研究團隊採取嶄新

的策略，使用特定酵素去除細胞上 PD-L1 的醣基化修飾，使
得 PD-L1 蛋白質不受醣基結構遮蔽，而更容易被 PD-L1 抗體
辨識。換言之，在臨床醫學上強化了癌症標靶治療使之更為精
準，能更廣泛地應用在各個癌症族群上，造福免疫治療患者。
這項癌症免疫治療新開發的檢測方法，能更準確的找出
PD-L1 陽性患者，使其得以接受抗 PD-L1 免疫療法並從中受
益。此為國際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
院士帶領的國際研究團隊合作完成的；包括美國德州大學安德

國際知名期刊《癌細胞雜誌》

森癌症中心，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義守大學醫院、哈爾濱醫科
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研究學者專家。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國際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去除 N- 連接的糖

以「終結癌症」自許的世界級癌症科
學家洪明奇院士

洪明奇校長帶領中國醫藥大學團隊深化國際研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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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化增強了 PD-L1 檢測並預測了抗 PD-1/PD-L1 治療功效 Removal of N-linked glycosylation
enhances PD-L1 detection and predicts anti-PD-1/PD-L1 therapeutic efﬁcacy』，於 7 月 19 日發
表於國際知名期刊《癌細胞雜誌》Cancer Cell，著力於擴大免疫治療的臨床療效，對於強化
癌症標靶治療更為精準，受到國際醫學界的高度重視與讚賞。
以「終結癌症」自許的洪明奇校長表示，目前在針對癌症治療的諸多標靶治療策略中，
抗 PD-L1 / PD-1 之癌症免疫療法儼然成為革命性的治療方針，在各種癌症類型中，作為單一
性療法平均對於 20-40％患者能產生明顯的治療成效。
然而，長期以來在臨床試驗與研究上，卻存在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理論上，應該只有
PD-L1 陽性的癌細胞才會對「抗 PD-L1 / PD-1」有效，可是在臨床上卻有 10-20％癌症患者，
雖然其檢體中無法偵測到 PD-L1，但抗 PD-1/PD-L1 治療對於此族群病患仍然具有療效，這
一直是臨床上的一個謎！
「我們把這個謎解開了。」洪明奇校長快慰的說；原來這是因為目前偵測 PD-L1 的方
法未臻完善，無法讓 PD-L1 在病患檢體中的表達量成為理想的生物標誌，有效地將患者做
最正確的分類，以接受抗 PD-1/PD-L1 免疫治療。
眾所周知，PD-L1 是一個高度醣基化的蛋白質，洪明奇校長研究團隊因此推測，在特定
族群的病患組織檢體中，可能存在特異的醣基結構在外部包覆遮蔽 PD-L1 蛋白質，因而阻
礙了臨床上用來診斷是否表現 PD-L1 之抗 PD-L1 抗體（mAb clone 28-8）的辨識度，進而造
成假陰性結果。
因此，在臨床上此類特定的病患族群，其癌組織確實具有 PD-L1 表達，因而對於抗
PD-1/PD-L1 治療能具有正向反應，但由於假陰性結果，使得他們失去了接受此項免疫治療
的大好機會。
洪明奇院士的國際研究團隊成員作者李恆煥博士以及王盈乃博士表示，研究團隊在研
究過程中開發了一個嶄新的策略，使用特定酵素去除細胞上 PD-L1 的醣基化修飾，使得
PD-L1 蛋白質不受醣基結構遮蔽，而更容易被 PD-L1 抗體辨識。
在組織微陣列及患者樣品中，洪明奇院士的國際研究團隊證明這個嶄新的方法，能夠偵
測到佔整體患者數共約 16% 的病患族群。這些病人為 PD-L1 陽性因而對於抗 PD-1/PD-L1 治
療有正向反應，但其原先以傳統方法檢測卻被診斷為 PD-L1 陰性。
這個新開發的檢測方法將能更準確的區分出 PD-L1 陽性患者，強化癌症標靶治療更為
精準，使其得以接受抗 PD-L1 免疫療法並從中受益；尤其是，這個新的策略可望能廣泛地
應用在各個癌症族群上，深具臨床價值。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7/19 09: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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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強化與新加坡國立大學雙邊國際研究合作
攜手開發新藥及中醫藥

國

醫藥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於 8 月 30 日在
台中舉行第三屆雙邊國際研討會，新加坡

國立大學 Yong Loo Lin School of Medicine 負責國
際事務的 Director Dow Rhoon KOH 主任帶領 8 位
學者來台學術交流，他希望未來兩校對於新藥開
發及中醫藥方面有更深更廣的國際研究合作；中
國醫大校長洪明奇院士在會中分享他的標靶治療
及免疫檢查點治療結合療法的創新研究成果。

洪明奇校長於「第三屆中醫大暨新加坡國
立大學雙邊研討會」開幕致詞

洪明奇校長主持第三屆中國醫大暨新加坡國
立大學雙邊研討會致詞時，對於兩校近年來在研
究及教學方面能緊密合作甚感欣慰，他強調會持
續支持中國醫大與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雙邊國際研
究與教學合作，共創雙臝。
新 加 坡 國 立 大 學 Yong Loo Lin School of
Medicine 負責國際事務 Director Dow Rhoon KOH
教授對於兩校高品質的研究內容甚感欣喜，他強
調 Yong Loo Lin School of Medicine 的 Yap Seng
CHONG 院長非常支持中醫大與新加坡國立大學
的雙邊國際合作，目前雙方正在進行的合作計劃

王陸海副校長（左二）、楊良友國際長（右
二）及中醫學院陳易宏副院長（右一）與
新加坡國立大學 Yong Loo Lin School of
Medicine 負 責 國 際 事 務 的 Dow Rhoon
KOH 主任合影

將會支持三年，於三年後評估成效。Director Dow
Rhoon KOH 進一步表示，Yap Seng CHONG 院長對於新藥開發及中醫藥方面的合作允諾提
供經費支持雙邊研究合作，希望雙方的研究學者繼續進行更深更廣的合作。
今年第三屆中國醫大暨新加坡國立大學雙邊研討會，在洪明奇校長、楊良友國際長及籌
備委員會的努力下，兩校研究學者分別在老化、癌症、神經科學、幹細胞及中醫藥領域都已
組成合作研究團隊，並針對上述研究領域的新穎且重要的主題進行合作。會中，新加坡國立
大學 7 位學者與中國醫大 8 位研究者分別就他們的研究主題進行學術報告，中國醫大有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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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位教師、博士後研究人員及博士生參加此雙邊
研討會，其中 20 位博士後研究人員及博士生並以
壁報方式報告他們的研究主題，讓此次國際合作
交流成果豐碩。
楊 良 友 國 際 長 也 安 排 Director Dow Rhoon
KOH 教授於會議期間和中國醫大醫學院蔡崇豪
院長及中醫學院陳易宏副院長討論兩校在醫學教
育、 醫 學 模 擬 及 中 醫 教 育 的 未 來 合 作 與 交 流。
此外，楊良友國際長也安排 Director Dow Rhoon
KOH 及 Li Wen DENG 副教授參訪中國醫大的中

本校主辦「第三屆中國醫大暨新加坡國立
大學雙邊研討會」與會學者合影

醫院，他們對於中國醫大的中醫師訓練及中醫的
現代化診療方式都大為讚賞。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9/05 13: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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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亞洲大學研究團隊成果榮登國際期刊《JIM》
首度發現空汙物 CO 與 NO2 高污染區黃斑部病變機率倍增

「

空

汙」是本世紀全球一致面臨的嚴峻問題，中國醫藥大
學與亞洲大學研究團隊透過比對環保署及全民健保署

大數據資料庫，首度發現，曝露在高空污 CO 與 NO2 地區居民
罹患老年性黃斑部病變機率，較最低地區顯著增加 91％，本
月刊登於知名期刊「JIM」，並獲 Times、BBC 等國際媒體專
文報導，對台灣學者研究給予高度肯定。
該研究已於 19 日刊登在「調查醫學期刊」（JIM，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Medicine），研究團隊分析 2000 年至 2010 年、
將近 40,000 名 50 歲以上患者，其所居住地區的空氣品質和就
醫數據，結果發現，居住在「二氧化氮」（NO2）污染最嚴重
地區的居民，產生疾病的機率與最低者相較幾乎倍增（增加

國 際 知 名「 調 查 醫 學 期 刊 」
（JIM）

91％）；相同的，住在「一氧化碳」（CO）污染最嚴重地區
的居民，產生老年性黃斑部病變的機率也增加 85% 將近二倍。
此計畫主持人、中國醫大附設醫院近視及眼睛疾病中心主任卓夙航及副主任梁中玲 30
日在國內公布研究結果，強調這是國內外學術界第一次發現空汙物「二氧化氮」與「一氧化
碳」會明顯增加老年性黃斑部病變，這二種污染源主要來自於燃燒，跟燃燒汽油的汽機車息
息相關，因此受到歐美國家高度重視，在台灣，火力發電廠也是造成這兩種空污物的來源。
過去雖有多項研究證實，空氣污染會對身體產生危害，不過卻未有針對燃燒空污物 CO
與 NO2 造成眼部疾病的大規模研究，加上空污已成為本世紀各國共同防治的焦點，使得此
次研究結果獲得國際知名媒體 Times、BBC、路透社等媒體報導，也藉此展現台灣學者研究
的實力與重要性。
卓夙航教授表示，以往對於空氣污染影響眼睛的症狀，多數都停留在引起眼睛過敏或乾
眼症，但透過研究發現，其實空汙對民眾的健康傷害更為嚴重，因為二氧化氮和一氧化碳吸
入人體後，會進入血液循環，黃斑部所在的眼底有豐沛的血流，才會假設這兩種空污物質，
有可能誘發眼底的黃斑部產生病變。
本身為眼科醫師的梁中玲也指出，過去已知年齡增加與基因是黃斑部病情惡化的兩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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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因子，症狀為視野中央變暗、模糊甚至扭曲
變形，嚴重會導致失明，只是早期的黃斑部病變
很難被發現，雖然可利用雷射光凝固治療、光動
力療法、眼內注射類固醇或抗血管內皮細胞生長
因子（Anti-VEGF）等合併療法，但無論何種治
療都無法完全恢復正常。
他們強調，這項研究除了提醒世人務必重視

卓夙航教授說明研究對人體健康影響

交通工具及火力發電所產生污染的危害影響，也
提醒損害黃斑部的污染物 CO 與 NO2 是經由呼吸進入血液循環，不太可能通過眼睛進入人
體，無須費心採購護目鏡。且這項研究發現只有在高度污染區會明顯增加黃斑部病變，中、
低度污染區對疾病的風險相對少很多，因此只要能盡量避開在交通流量大的地區做運動，就
可以大幅降低風險。建議愛好路跑運動的人，應盡量避開車流量大的時間，以減少吸入上述
的有害物質。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9/06 10: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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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治療的里程碑
本校精神醫學蘇冠賓教授與國際專家
制定發表「omega-3 脂肪酸於憂鬱症治療之臨床指引」！
刊登於國際知名期刊《心理治療與身心醫學雜誌》

由

台中中國醫藥大學精神醫學教授蘇冠賓發起，邀集美國哈
佛大學等七國共十五位在該領域的頂尖權威專家，共同制

定完成「Omega-3 脂肪酸於憂鬱症治療之臨床指引」，九月六
日獲得國際知名期刊《心理治療與身心醫學雜誌》Psychotherapy
and Psychosomatics 刊登，並獲列選為「主編精選論文」（Editor's
Choice），將對醫療方式產生巨大的改變與深遠影響，透過營養
療法造福身心患者。
憂鬱症是重要的大腦疾病，WHO 估計全球約有 2-4 億人因
此疾病所苦。根據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憂鬱症臨床研究（STAR*D）
的結果顯示：四千多位病患在為期三個月的「第一線抗鬱劑」嚴

國 際 知 名 期 刊《 心 理 治
療與身心醫學雜誌》PPS
Cover

謹治療下，只有 27% 病情緩解；而且當病患很努力接受為期一年
「四階段、合併藥物及非藥物的治療」之後，竟仍有高達三分之一的病人沒有改善！

身心介面團隊年度盛會

蘇冠賓教授偕論文作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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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精神醫
學蘇冠賓教授表示，面對
憂鬱症這樣致病機轉複雜
疾病的挑戰，除了善用藥
物治療外，醫療人員也越
來越重視非藥物治療，例
如心理治療、磁刺激、營
養療法甚至運動療法的實
證研究。然而，非藥物的
療法最令人垢病的是臨床

國際營養精神醫學會和台灣團隊交流

証據不足之下過度促銷、療效和安全性的訊息不足且常常誤導、以及缺乏品質穩定的治療產
品。因此，雖然臨床醫師大多了解整合性療法在複雜疾病（例如憂鬱症）的重要性，但是常
常缺乏明確規範可以遵循、或找不到可信賴的產品可以推薦或處方。
蘇冠賓教授所帶領的中國附醫身心介面研究中心（Mind-Body Interface Laboratory, MBILab）多年來致力於大腦轉譯醫學研究，結合分子生物學及基因遺傳學探究憂鬱症病因，找
到天然營養物質 Omega-3 脂肪酸註一在憂鬱症為「有效且安全的新療法」。為推動營養醫
學成為精神醫學主流，蘇冠賓教授和國際相關領域研究的學術領袖在 2013 年創建「國際營
養及精神醫學研究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utritional Psychiatry Research (ISNPR)」，並
致力在學術研究和臨床醫學領域推動營養醫學在精神疾病的病因及治療上之重要性。蘇教授
更在 2015 年成立「台灣營養精神醫學研究學會（Taiwanese Society for Nutritional Psychiatry
Research; ISNPR）」註二，在台灣推動全人整合的營養療法造福身心患者。
為了協助臨床工作人員在治療憂鬱症有更多有效安全的選擇、更清楚明確可遵循的臨
床指引，使病患能接受更高品質的整合治療，蘇冠賓教授召集了國際營養精神醫學研究學會
（ISNPR）的專家小組，並邀請美國哈佛大學、英國國王學院、日本國家癌症研究中心、澳
洲墨爾本大學等七國共十五位在「Omega-3 PUFAs 之憂鬱症治療」研究領域世界排名前十名
的科學家與臨床研究專家，共同制定了 Omega-3 脂肪酸在憂鬱症的臨床治療指引。
蘇冠賓教授欣慰表示：此為憂鬱症治療的里程碑，透過全世界該領域的專家所共同發表
的臨床治療指引，將對醫療方式產生巨大的改變與深遠影響。國際知名期刊影響係數 14 分
的《心理治療與身心醫學雜誌》Psychotherapy and Psychosomatics 刊登獲選為「主編精選論
文（Editor's Choice），提供全球讀者免費下載全文。
此次，透過專業學會發表的「Omega-3 脂肪酸在憂鬱症的臨床治療指引」提供了天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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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在醫療使用上的一個重要模式。而進行文獻綜述、Delphi 共識研究、負責論文撰寫的第一
作者中國醫大北港分院精神科主治醫師谷大為也認為，所有的醫療處置或許都應該有專科醫
學會綜整醫學文獻與證據、統合臨床專家意見，來制定相關的治療規範與準則；這不只為了
指引無助的病人及家屬安全有效的正確治療選項，也希望藉此喚起政府與國際社會對於治療
的重視以及規範，屏除不當的促銷、讓病人得到高品質的治療。
今年十月，蘇冠賓教授將帶領台灣營養精神醫學研究學會（TSNPR）團隊赴英國倫敦於
ISNPR 年會上發表此治療指引。未來，該學會將持續努力推動實證醫學研究成果，定期舉辦
學術會議、繼續教育課程，傳播正確且具有實證的營養精神醫學研究結果給醫療人員及社會
大眾，為創新且整合的精神疾病醫療而努力。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9/12 10:42:00

註一：Omega-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縮寫為 omega-3 或 n-3 PUFAs，俗稱深海魚油。
註二：台灣營養精神醫學研究學會（Taiwanese Society for Nutritional Psychiatry Research; TSNPR）
自 2016 年成立以來，致力創造一個對話的平台，包括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的跨界對話、「營養科
學」與「大腦神經精神醫學」的跨領域研究以及產官學界的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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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胡蘿蔔素有助於減緩塑化劑引起的
糖尿病前期的主要症狀
公共衛生學院李銘杰助理教授與美國哈佛大學團隊
研究成果發表於《環境研究》國際期刊

吃

蔬菜好處多多，一點都不假。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
院李銘杰助理教授和哈佛大學跨國合作團隊研究發現，

血液中較高濃度的 β- 胡蘿蔔素有助於減緩塑化劑「鄰苯二甲
酸 2- 乙基己基酯」所造成的胰島素阻抗效應，即糖尿病前期
的主要症狀，這項研究成果發表在今年 9 月的《環境研究》
（Environmental Research）國際期刊，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
注。
目前流行病學研究證實，許多種類的塑化劑暴露皆與胰
島素阻抗有關，胰島素阻抗是糖尿病前期的主要症狀，而塑化
劑「鄰苯二甲酸 2- 乙基己基酯」（Bis (2-ethylhexyl) phthalate,

《環境研究》
（Environmental Research）
國際期刊

DEHP）為最重要的危險因子之一。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李銘杰助理教授和哈佛大學流行病學系邱鈺涵博士、哈佛大
學營養學系 Jorge Chavarro 副教授的跨國合作團隊研究發現，β- 胡蘿蔔素有助於改善 DEHP
引發的胰島素阻抗效應，即減緩糖尿病前期的主要症狀，此外，動物實驗發現，服用抗氧化
劑有助於減輕 DEHP 所誘發的胰島素阻抗效應。
台灣公衛領域的生力軍李銘杰博士表示，該團隊使用美國國家健康與營養調查資料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 並 運 應 用 新 的 統 計 模 型
Bayesian kernel machine regression（BKMR）分析各種塑化劑對於胰島素阻抗的影響，總
共納入 1,605 對象做研究分析，發現儘管尿液中許多種塑化劑濃度皆與胰島素阻抗有關，
DEHP 與胰島素阻抗的關係最為密切，在排除其它種的塑化劑影響後，尿液中 DEHP 濃度越
高，胰島素阻抗越嚴重，有劑量效應關係。
此外，李銘杰博士跨國團隊進一步檢驗了幾種常見具有抗氧化能力的營養素，發現研究
對象血液中 β- 胡蘿蔔素濃度越高，DEHP 所引起的胰島素阻抗效應減弱，此發現顯示 β- 胡
蘿蔔素可能對 DEHP 引起的胰島素阻抗效應有保護作用，其他抗氧化劑則未發現類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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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銘杰助理教授強調，此研究分析是第一個
流行病學研究，發現血液中的 β- 胡蘿蔔素可能
有 助 於 改 善 DEHP 引 發 的 胰 島 素 阻 抗 效 應。 然
而，這項研究為橫斷性研究，仍需要更多的世代
研究做進一步的驗證與相關的發現。
由於胰島素阻抗是糖尿病前期的主要症狀，
李銘杰助理教授建議，β- 胡蘿蔔素雖可能改善
DEHP 引發的胰島素阻抗效應，民眾仍應避免使

李銘杰助理教授發表研究成果

用含有塑化劑，特別是 DEHP 之相關產品，才是
維護身體健康之道。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9/25 14: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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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的新視野
本校藥學院林香汶副院長
發明台灣「用藥健康素養量表」獲國際學術界青睞

2

019 世界藥學會（FIP）於 9 月 22 日起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首都阿布達比舉行五天，中
國醫藥大學藥學院林香汶副院長獲邀發表演講，她介紹台灣民眾用藥健康素養現況及所

發明的世界唯一的「用藥健康素養量表」，引起與會學者專家們的關注，開啟跨國研究合作
的機會。
林香汶副院長開發的「用藥健康素養量表」，就是用來評估台灣民眾非處方藥、處方藥
及保健食用等用藥的健康識能與藥學相關知識程度。
2019 世界藥學會（FIP）主題是「藥學的新視野 New horizons for pharmacy」，有超過

120 幾個國家的學者代表千餘人與會學術交流；林香汶副院長演講時，介紹台灣民眾用藥健
康素養的情形以及所發明的中文版「用藥健康素養
量表」，目前還與中國醫藥大學外籍博士研究生合
作研發出印尼及越南版本，也同時吸引會場的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美國、日本、奈及利亞、蒙古等國
家的藥師或藥界代表提起其興趣一起合作研發該國
的版本，將台灣藥學發展的知識及經驗傳揚出去。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9/26 10:25:00

林香汶副院長獲邀在世界
藥學會（FIP）發表演講

林香汶副院長國際學者互動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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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香汶副院長在會場國際
學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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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醫療在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的新突破
本校暨附設醫院跨國研究團隊發現 omega-3
可以改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孩童的專注力
刊登於國際期刊《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張倍禎醫師和蘇冠賓醫師與英國倫
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跨國研究團隊

最新研究發現，魚油（omega-3）可以改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DHD）孩童的專注力，尤其是針對那些體內缺乏 omega-3
的孩童。
這個跨國的研究透過「個人化醫療」的概念發現，魚油並
不是對所有患有 ADHD 孩童都有好的療效。同個研究團隊在
之前的研究也發現 omega-3 缺乏越嚴重的孩童的 ADHD 症狀
會越嚴重。
中 國 醫藥 大 學 附 設 醫院 張 倍 禎 醫師 表 示， 這 是 一個 為
期 12 週的雙盲隨機分配研究，收案 92 位年齡在 6-18 歲患有

國際期刊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ADHD 的孩童，有一半隨機分配到高單位 omega-3 組（EPA,
eicosapentaenoic acid），有一半隨機分配到安慰劑組；此研究結果也發表在高影響系數的國
際期刊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這個研究是在可以從飲食中攝取豐富魚類的台灣執行，而大多數 ADHD 孩童的研究則
是在相對民眾體內有較低濃度魚油的歐美國家進行。
該研究團隊發現體內魚油（EPA）越低的孩童，高單位魚油的補充對其專注力與警覺
性有很大的改善，但這些專注力和警覺性的改善並沒有在體內有正常或高濃度 omega-3 的
ADHD 孩童觀察到。反而，如果孩童原本體內已有高濃度的 EPA，高單位魚油的補充反而
會讓孩童的衝動表現惡化。
張倍禎醫師建議家長如果想要給孩子補充魚油，應要向醫師諮詢。缺乏魚油的表現可由
身體的一些跡象來觀察到，包括皮膚乾燥、皮屑增多、皮膚過敏和乾眼症狀；並可以進一步
利用這個研究中的血液檢驗來確認（雖然這個檢驗現階段只能用在研究上）。
之前的研究發現魚油在 ADHD 症狀的療效結果不太一致。傳統藥物治療在 ADHD 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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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力和警覺性的療效（0.22-0.42）也相較於這個
研究中高單位魚油在有缺乏魚油的 ADHD 孩童之
專注力和警覺性的療效（0.83-0.89）小。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
醫師和倫敦國王學院訪問研究員張倍禎表示，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魚油補充對缺乏 omega-3 的
ADHD 孩童的注意力的療效相當於傳統藥物的療
效。然而，大量的補充魚油不一定就會有好的療
效，家長們應當要適時的諮詢他們孩子的精神科

張倍禎醫師團隊發表對兒童青少年精神醫
學研究成果

醫師，因為我們的研究發現大量的魚油對一些孩
子反而會有反效果。
倫敦國王學院精神科心理系與神經科學研究
院的資深教授 Carmine Pariante 提到，魚油只對體
內有低濃度 omega-3 的孩子產生療效，如同這個
研究彷彿在幫忙補充這個重要的營養素。魚油對
於那些有 omega-3 缺乏的 ADHD 孩童相對傳統的
藥物治療也許是個更適合的治療。這項研究可以
說是未來營養醫學研究的先驅，我們將「個人化

本校身心介面跨國合作團隊

醫療」的概念運用在 ADHD 孩童的治療上。
中國醫藥大學精神醫學教授蘇冠賓醫師說，由於在可以攝取大量魚類的國家如台灣和日
本可以透過飲食而非 omega-3 補充劑就可以較輕易達到高血中濃度的魚油指標，因此歐美國
家患有 ADHD 的孩童可能有更高的機率缺乏 omega-3；魚油補充在這些地區可能比我們的研
究帶來更廣泛的效益。

▍文獻
‘High-Dose Eicosapentaenoic Acid 1 (EPA) Improves Attention and Vigilanc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and Low Endogenous EPA
Levels’ by Chang et al,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DOI: 10.1038/s41398-019-0633-0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11/22 13: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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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精神醫學蘇冠賓教授領導國際合作研究
提出營養治療對譫妄症預防的新發現！
刊登國際期刊《睡眠醫學評論》

中

國醫藥大學精神醫學教授蘇冠賓領導之國際團隊，針對
精神疾病的最嚴重之類型「譫妄症」，因應其晝夜節律

失調之發病機制基礎下，利用網路統合分析的最新方法，分析
所有褪黑激素以及其接受體致效劑的臨床實驗後發現：「褪黑
激素的營養補充品及相關藥物，對於預防重病患者產生譫妄症
有顯著的功效！」
蘇冠賓教授帶領的國際團隊學術研究成果，被刊登在睡眠
醫學領域排行最高期刊—「睡眠醫學評論（Sleep Medicine
Reviews，影響係數 10.5）」。該團隊成員包括：高雄元景耳

「睡眠醫學評論」國際期刊

鼻喉科神經科診所曾秉濤醫師、光田醫院神經科楊鈞百醫師，
以及澳門大學中醫藥研究中心蘇煥興教授等人。
譫妄（delirium）在重症治療中是一個相當致命的症候群，主要症狀包括突發性的聽幻
覺、視幻覺、及怪異妄想，合併嚴重的意識混亂和波動，讓照顧者以為患者中了邪。最新研
究的報告指出，譫妄在住院中老人盛行率高達 27%，在其他重症病人中也非常常見，特別是
在臨終病人當中，更高達 85% 會發生譫妄發作！由於譫妄患者死亡率高達 20-30%，這代表
個案的潛在病情已經相當嚴重，所以其臨床意義非常重要，不容輕忽！
目前醫學界公認對於治療譫妄最重要的就是找出潛在生理病因並盡快矯正（例如藥物中
毒或戒斷、代謝系統異常、急慢性內外科疾病或感染病等等）。然而，譫妄症狀（例如幻覺
及妄想所造成的對自我及他人之危險以及治療和照顧上的困難），嚴重影響病人的預後，雖
然其病因仍未完全明朗，但一般公認此症候群的預防重於治療。
生物的晝夜週期（circadian rhythm）的正常運作，不僅是身心健康的重要指標、是大腦
記憶功能的守門員、更是維持代謝、免疫、心血管、骨骼肌肉功能的重要生理機能。蘇冠賓
教授所領導的身心介面研究中心（MBI-Lab）在相關的主題上的研究成果豐碩，最近兩年利
用兩篇原著論文和二篇綜合薈萃分析論文，從基礎到臨床，把晝夜節律失調在嚴重精神疾病
的問題，做深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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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礙的臨床表現及發病機制與晝夜節律失調有關」的這篇最新論文當中，蘇教授
團隊証實了褪黑激素的營養補充品（melatonin）以及其受體相關藥物（例如 ramelteon），
只要適當地運用較低劑量，便可以有效地預防譫妄症的發生，其作用可能類似其他矯正譫妄
症之非藥物療法（例如光照療法、利用時鐘或日曆強化人時地定向感…等），這項結果未來
如果能獲得更大型的臨床試驗再度驗證，未來對於加護病房或手術後的病患應該具有相當重
要的臨床價值，除了替臨床醫師帶來預防譫妄症的新療法，提供未來的譫妄症治療指引之
外，更希望能成為深入研究及推動「營養精神醫學」之治療與預防的新方向。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12/03 09: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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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鳥藍鵲躍上頂尖國際期刊《細胞》
本校整合幹細胞中心跨領域科學團隊發表研究成果

如

果你仔細觀察一隻雞的羽毛，你會發現同一隻雞在身體
不同部位羽毛的型態有很大的差異，你甚至可以在同一

根羽毛內觀察到羽毛型態的不同。仔細觀察大自然中不同的鳥
類（如雞、鴕鳥、蜂鳥、企鵝等），您一定會讚嘆羽毛形狀和
功能的多樣性是如此地有趣…
因此，人們都想知道鳥類如何以不同的方式飛翔；由中
國醫藥大學主導的跨領域研究國際團隊，以多種不同學科的
角度探討鳥類進化飛翔的羽毛的奧祕，這項傑出研究成果獲刊
登在 2019 年 11 月 27 日全世界最權威的國際期刊《細胞》雜
誌（Cell），並以台灣國鳥藍鵲做為封面，飛躍上世界學術舞

飛躍的台灣國鳥藍鵲登上國
際期刊「細胞」雜誌封面

台。
這是台灣的驕傲；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於四日上午主持研究成果發表會，他神
情愉悅的說，台灣國鳥藍鵲躍上國際頂尖期刊是頭一次，真的不容易，況且，台灣團隊與旅
美學者鍾正明院士合作的科學研究，結合了大眾的生活和藝術，的確讓人民有感。
美國南加州大學的鍾正明院士透過視訊方式說：“我們總是想知道鳥類如何以不同的方
式飛翔。有些鳥像老鷹一樣乘風飛翔；而有些鳥則需要像蜂鳥一樣迅速拍打翅膀；有些鳥，
包括駝鳥和企鵝，根本不會飛。”
“這種飛行風格的差異，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飛行羽毛特性的不同。”鍾院士補充道：
“我們希望瞭解飛行羽毛是如何製作的，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瞭解自然，師法自然，並將其
建構之原則應用於科技及醫學工程的創新設計。”
為了在創新的研究領域中探索，中國醫藥大學整合幹細胞中心組了一個跨領域科學團
隊，以多種不同學科的角度探討羽毛，從身體外羽毛的生物物理特性，到皮膚內的幹細胞形
成的基本分子生物學，對羽毛進行多面向的研究。研究範圍從無飛行能力的鴕鳥，到可短距
離飛行的雞、長距離飛行的鴨、老鷹，以及高頻率飛行的麻雀，他們還研究特殊飛行能力的
蜂鳥和企鵝。為了更深入地瞭解羽毛在進化中是如何演變，研究小組還研究了在緬甸的琥珀
中發現並保存了近 1 億年的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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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整合幹細胞中心跨領域科學團隊發表研究成果

洪明奇校長分享研究團隊的榮耀

飛 行 羽 毛 由 兩 個 高 度 適 應 性 的 結 構 模 組 組 成： 中 央 羽 軸（rachis）， 和 週 邊 羽 片
（vane）。羽軸是一根由兩種材質複合而成的柱狀結構：中心是多孔的髓質（medulla），藉
由多樣的細胞折疊（cellular origami），使羽毛保持輕盈，高效率地增加周圍環繞堅硬皮層
（cortex）的半徑，從而增加整體羽軸的材料性質。他們的研究表明，演化上形成羽髓、皮
質兩個獨立的模組化單元，使當今鳥類以精妙組合方式，達成羽軸整體材質的最佳化，以適
應生存環境的挑戰。鳥類得以像老鷹一樣在高空飛翔，像蜂鳥快速振翅並在空中停留，或像
企鵝潛入海洋悠游，展現了獨特的羽軸結構設計。
生物物理學家阮文滔博士近一步地揭示，毛囊中的分子信號時空分佈，包括 Bmp 和
Ski，是引導羽軸多樣形態生成的關鍵因子。依附在羽軸旁的是羽片，羽片是羽毛的一部分，
由許多柔軟富彈性的羽枝組成，像拉鍊一樣編織在一起，達成輕量、可恢復、並提供足夠升
力的「葉片」。研究人員報告說，羽片的發展使用原理類似於剪紙藝術。這允許單個上表皮
薄板，產生一系列不同的分支設計；每個分支帶有許多小鈎子，類似魔鬼氈（Velcro）的機
制，允許羽片一起保持在同一平面。第一作者張瑋玲的研究表明，另一個信號分子（Wnt2b）
的濃度梯度在這些羽枝的形成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阮文滔博士解釋說，羽毛多層次的模組化結構，使鳥類能夠適應演化時所遭遇的環境挑
戰，並闡明當今鳥類如何從各自的生態環境中取得優勢。模組化結構的彈性，也允許個別鳥
種，依身體部位的不同，發展出具不同功能性的特化羽毛。
為了回顧遠古時期，複雜羽片結構的起源，阮文滔博士與研究人員分析了最近在緬甸發
現的琥珀化石。這種琥珀保存了以前無法發現的精細的三維羽毛結構。他們的研究表明，古
代羽毛有著相同的基本結構，但具有更原始的特點。例如，沒有在化石中發現類似魔鬼氈的
鈎狀機制，而是使用連續重疊的長羽枝形成羽片。
“我們瞭解了如何將簡單的皮膚轉化為羽毛，如何將原形羽毛結構轉化為絨羽、廓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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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羽毛，以及如何調整飛行羽毛以適應不同飛
行模式所需的生活環境。”鍾正明院士說：“在
不同的形態規模上，我們發現，羽毛富於適應性
的模組化結構 , 是其能成功適應不同的新環境基
礎原理。”
中國醫藥大學整合幹細胞研究中心主任洪士
杰醫師補充說，除了說明瞭解鳥類如何隨著時間
的推移適應環境，鳥羽的建築原則，可以啟發未

阮文滔博士解說鳥類飛行的羽毛研究成果

來新穎的仿生應用。他們指出，創新複合材料的
發明，可有助於建造輕巧但堅固的無人機、耐用
且有彈性的風力渦輪機，或更好的醫療植入物或
義肢設備。
此跨領域研究的國際團隊，由中國醫藥大學
主導，並得到成大、中研院、興大、亞大、台大、
特生中心、海生館等，臺灣研究機構的支持。團
隊由美國南加大學鍾正明院士，和臺灣中國醫藥

鳥類進化飛翔的羽毛奧秘

大學整合幹細胞研究中心生物物理學家阮文滔博
士共同領導，並獲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科技部，教育部等經費補助。未來的研究將基
礎與應用並重：除將與整合幹細胞研究中心主任洪士杰醫師，進一步探索大自然啟發的生物
材料結構原理，以及在仿生材料設計中的應用。研究小組也將更深入地探討分子信號，解密
毛囊中如何引導同一群幹細胞，達成複雜的生物結構。

▍視頻摘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uoVu4aOkg
鳥類是如何進化成飛翔的？自然界的飛行模式中，不同於昆蟲的翅膀、翼龍、飛機機翼，鳥翼由大約 20 個
高度可折疊的飛行羽毛組成，每個羽毛由中央軸和週邊羽片組成。這種多層次模組化生物結構，提供了極
大的適應性，能以不同的方式飛行，甚至在水中游泳。一個跨領域國際研究團隊探索飛行羽毛的生物物理
學、發展和演化。

▍論文連結
https://authors.elsevier.com/a/1a8FUL7PXYX2a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12/04 14: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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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提升國人用藥安全
本校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主任郭昭麟教授
編撰《中藥材基原與鑑別方法》專書問世

中

藥材的真偽與品質良窳，攸關人體健康及疾
病治療效果；為釐清坊間中藥材正確基原，

衛生福利部委託中國醫藥大學郭昭麟教授編撰出
版《中藥材基原與鑑別方法》專書問世，共鑑別
人參等 30 種常用中藥材的正品與混淆品，採圖文
對照方式，提供台灣中醫藥相關從業人員及中藥
製造廠使用中藥材之參考標準與依據，並落實推
廣民眾建立正確中藥材知識，有助於提升國人用

郭昭麟教授編著藥用植物鑑別圖鑑教材豐富

藥安全。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主任郭昭麟教授獲衛福部委託執行「市售中藥材
混誤用調查及中藥材基原鑑別方法研究」計畫，花了兩年時間，針對國人常用人參（Panax
ginseng C. A. Meyer）、大棗（Ziziphus jujuba Mill.）等 30 種中藥材，進行其鑑別方法之研
究，建置一套結合傳統與現代科學技術，有系統、快速、實用的中藥品質管制之鑑別方法，
內容涵蓋中藥材從市售易混淆與混誤用的調查、外部性狀與顯微組織鑑定及指標成分之理化
分析等鑑別方法，不僅提供學術研究與臨床使用時鑑別藥材正確基原之基礎，乃至於藥政管
理及藥材規格化等法規政策的參考，獲得中藥領域專家學者的高度評價。
郭昭麟教授表示，臺灣市售中藥材近九成來自境外，由於來源不一及地域關係，部份中藥
材品項認定不同與習稱差異；存有同名異物、同物異名、混淆誤用、代用及偽品等情形；或因
非藥用部位過多、摻雜其他成分及人工刻意偽造等，影響用藥安全及治病療效。
傳統以來，中藥材鑑定係由經驗豐富的老師傅，藉五官鑑定方式判斷，其知識及技術多
賴師承與經驗，相傳沿襲。
現今隨著化學及儀器等分析方法崛起，藉由現代化科學方法驗證中藥材真偽與品質，以
及專業知識來釐清中藥材正確基原，實為中藥藥政管理之重要方向。
藥用植物與中藥領域專家郭昭麟教授表示，基原之確認為用藥之本，基原確認後再談品
質始有意義，倘中藥材使用有誤，不待農藥殘留、重金屬含量及微生物污染等異常物質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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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其誤用所致不但無達成
治療效果，甚至導致延誤治療
或另延伸相關毒副作用等嚴重
影響，不可輕忽。
選好藥是珍貴的專業知
識； 敦 厚 儒 雅 的 郭 昭 麟 教 授
說，中藥是我國特有的文化瑰
寶，也是維護國人健康及疾病
治療的重要物質，品種繁多，

郭昭麟教授用心鑽
研中藥材基原鑑別

同學們進行藥材學習及辨識

來源豐富，其真偽與品質的好
壞，攸關國人用藥安全，藥用植物專家責無旁貸，
也是大學的社會責任。
為傳承畢生鑽研的中藥材知識，兼任中草藥
農林實驗場場長郭昭麟教授編著兩本彩色「常見
的藥用植物圖鑑」及「常用的中藥材圖鑑」教材，
適於教學、研究及製藥等專業人士使用的學術性
圖鑑和指引。
近年來，郭昭麟教授還在校內精心建置「中

郭昭麟教授用心經營國內大學首座的「藥園」

藥材學習實務中心」及「植物組織培養室」，配
合學生藥材實務學習、辨識及實際操作，更將珍貴且具經濟價值之中草藥與植物組織培養技
術結合，引導學生對中藥之真偽優劣之鑑別能力與植物組織培養能有完整的認識，備受學生
歡迎駐足流連，為台灣在地的中草藥發展盡一份心力。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醫藥大學於民國 54 年特別成立國內大學首座的「藥園」，藥園裏
面的栽種植物共有 500 多種，分別隸屬於約 130 科，400 屬，其中大多數為中藥及民間藥，
提供給學生就近觀察與學習藥用植物豐富的變化教學環境，郭昭麟教授冀望師生藉由認識藥
用植物進而更珍惜、更愛護自然資源，同時更重視生態保育的觀念。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2/24 13: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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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福皮膚黑素瘤患者
校長洪明奇院士指導國際研究團隊合作成果刊登頂尖國際期刊
“癌細胞雜誌”《Cancer Cell》

世

界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
指導國際研究團隊又發表熱點研究成果；這項由中國中

南大學湘雅醫院劉洪教授及陳翔教授主導研究開發的篩選皮膚
黑素瘤免疫治療高效策略，今天（16 日）刊登在頂尖國際期
刊“癌細胞雜誌”《Cancer Cell》，為黑色素瘤的病友帶來了
福音。
皮膚黑素瘤是由黑色素細胞異常增殖所導致的惡性腫瘤，
居皮膚腫瘤致死原因的首位；湘雅醫院劉陳團隊主導的黑素瘤
研究團隊首次揭示了腺苷信號通路 ADORA1-ATF3 軸調控腫
瘤 PD-L1 的分子機制，提出了 ADORA1 靶向拮抗劑聯合 PD-1

國際頂尖期刊“癌細胞雜誌”
《Cancer Cell》

阻斷劑有效治療黑色素瘤的新策略；並鑑定出了預測 PD -1 阻
斷劑治療效果的可靠篩選方法。
洪 明 奇 院 士 指 導 該 國 際 研 究 合 作 團 隊 發 表 題 為「ADORA1 inhibition promotes tumor
immune evasion by regulating the ATF3-PD-L1 axis」的重要研究成果，3 月 16 日刊登在國際
頂尖期刊“Cancer Cell”（影響因子 23.9），在國際學界備受矚目，也提升中國醫藥大學能
見度！
洪明奇院士表示，對於皮膚黑素瘤臨床治療，
除了採用傳統手術、輔助性干擾素，常規化療和靶
向治療等治療手段之外，近年來，以抗程序性細
胞死亡蛋白 1（PD-1）及其配體程序性死亡配體 1
（PD-L1）相互作用為主的免疫檢查點阻斷療法在
黑素瘤治療方面有了革命性進展。2018 年諾貝爾生
理學或醫學獎授予了腫瘤免疫檢查點抑製劑，且免
疫治療正迅速廣泛應用於皮膚腫瘤、肺癌、結直腸
癌、乳腺癌等多種實體瘤的臨床治療。但隨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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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入，結果顯示該免疫療法總體響應率僅不足
30%，且有效篩選黑素瘤患者進行免疫治療的評
估策略缺失，是臨床上非常棘手的問題。
因此，探究導致 PD-1 單抗治療無反應的免疫
逃逸分子機制、開發篩選免疫治療有效患者的高
效策略、研發提高患者反應率的新治療方法迫在
眉睫。
腺苷是構成機體能量來源 ATP 的核心代謝
物， 作 為 一 種 重要 的 內 源 性 信 號 分 子，腺苷 的

國際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洪明奇院士（右
二）經常受邀赴國外學研機構分享科學研
究的經驗。

水平受到胞外核苷酸酶（CD73）、腺苷脫氫酶
（ADA）、腺苷轉運通道（ENT）、以及調控上述分子的關鍵轉錄因子如缺氧誘導因子
（HIF 1a）等多種因素影響。腺苷可作為配體，通過結合 4 種 G 蛋白偶聯受體（ADORA1,
ADORA2A, ADORA2B, ADORA3）參與調控細胞凋亡、細胞增殖、血管舒張、心臟節律、
炎症等多種生理和病理過程，是當今研究的熱點。
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劉陳團隊主導的黑素瘤研究團隊，通過採用基因編輯，靶向小分子化
合物干預，高通量測序結合生物信息分析的方法，率先揭示了抑制腺苷 ADORA1-cAMP 信
號軸，可調控黑素瘤細胞中關鍵轉錄因子 ATF3 表達水平、上調黑素瘤細胞 PD-L1 的表達，
促進殺傷性 CD8+_T 細胞的耗竭，進而促進腫瘤免疫逃逸。
在功能上，通過臨床前研究證明了 ADORA1 靶向拮抗劑可以增強 PD-1 單抗治療黑色
素瘤等免疫健全小鼠模型的療效。通過回顧性分析接受抗 PD-1 單抗治療患者的治療前的腫
瘤組織樣本，發現了腫瘤組織中 ADORA1 低，ATF3 高或 PD-L1 高的患者應答率更高，預
後更好。
中南大學湘雅醫院於 1906 年為美國醫學博士愛德華．胡美創辦，台灣中國醫藥大學與
湘雅醫院簽立學術合作備忘錄，並報教育部核准在案。2019 年聯合來自美國、澳大利亞、
日本、台灣、韓國黑素瘤領域內頂尖學者成立「湘雅皮膚黑素瘤國際研究聯盟」，台灣中國
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前美國德州大學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副校長）為會員之一，該聯
盟致力於黑色素瘤等皮膚腫瘤的臨床與科研工作，促進醫學一流學科的研究發展，擴大國際
學術影響力。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3/17 09: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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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免疫檢查點新標靶，增進癌症免疫治療療效
校長洪明奇院士指導國際研究團隊合作，
成果刊登國際期刊“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
獨步全球發現免疫 T 細胞 PD-1 醣基化機制

現

代癌症治療對策有重大突破！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
院士帶領台灣與美國國際研究團隊之研究成果「靶向醣

基化 PD-1 誘發有效的抗腫瘤免疫反應「Targeting glycosylated
PD-1 induces potent anti-tumor immunity」， 近 日 發 表 在 知 名
國際期刊“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受到國際醫學界
的關注；該研究指出標靶於免疫檢查點分子 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PD-1）之醣基化，將是很有潛力的新型癌症
免疫治療策略，有望促進現行免疫療法之療效。
該國際研究團隊於 3 月 10 日發表的研究成果，抑制 PD-1
與其接合子 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結合之免疫
檢查點療法是現代癌症治療的重大突破。免疫 T 細胞表面上的

“癌症研究”
《Cancer Research》期刊

PD-1 是一種抑制性受體，會因受到癌細胞表面上 PD-L1 之結
合，進而停止免疫 T 細胞清除癌細胞之功能，造成癌症發展。
洪明奇院士指出：「目前抗 PD-1 單株抗體藥物可用於治療多種癌症，包括黑色素瘤、
非小細胞肺癌、腎細胞癌和肝細胞癌等，但是不同類型的癌症對此藥物之反應都不同，總體
反應率只有約為 20％至 40％。」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所批准之抗 PD-1 單株抗體藥，pembrolizumab（Keytruda，
Merck ＆ Co.）與 nivolumib（Opdivo，Bristol-Myers Squibb），儘管在臨床實驗上取得了相
當的成功，但在許多癌症病人的治療上卻未有預期之治療反應，這代表 PD-1 在臨床上尚有
潛在的調控機制未被了解。
在新的癌症研究中，研究團隊發現免疫 T 細胞上之 PD-1 在體內具廣泛被醣基化的情
形，而且會因免疫 T 細胞之活化而改變醣類之態樣與強度。洪院士解釋說：「醣基化修飾是
蛋白質形成後重要的功能調控機制，這促使我們研究 PD-1 上醣類的表現模式與臨床治療反
應是否有潛在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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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論文

洪明奇校長親自指導研究生科學研究要領

藉由使用醣蛋白染色法和質譜儀分析，團隊證明了免疫 T 細胞上之 PD-1 具高度醣基
化。當去除其上之醣基時，不但減少 PD-1 之穩定性，更顯著降低與 PD-L1 的結合力。這表
明 PD-1 之醣基化對於與 PD-L1 的相互作用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且可能因複雜之醣類型
態阻礙臨床 PD-1 抗體的療效，造成抗藥性。
為尋求更有效的方法以阻斷 PD-1 與 PD-L1 之結合，增強免疫治療反應使患者持續受
益。洪院士指出：「我們針對 PD-1 醣基化位點，與 STCUBE Inc. 合作開發了具專一性之
單株抗體，STM418。相較於現行臨床使用之 PD-1 抗體藥，nivolumab 和 pembrolizumab，
STM418 對 PD-1 的結合力竟高出 3 至 4 倍，並在動物實驗中取得良好的治療結果，具高度
的臨床潛力。」
綜上所述，這個研究為 PD-1 醣基化之功能與意義提供了相當重要的新見解，並為開發
醣基化 PD-1 作為新標靶以促進癌症免疫療法的策略提供了理論依據。洪院士說：「我們的
研究首次揭露標靶於 PD-1 醣基化可以誘導有效的抗腫瘤反應，將有望作為改善免疫治療療
效的一種潛在策略。」
在臨床應用面上，團隊將進一步探索 STM418 抗體之治療和診斷價值，深入研究調節
PD-1 醣基化的關鍵酵素，以尋找新的藥物，改良現行的免疫療法，期將使更多癌症病友受
惠。
洪明奇院士帶領的重量級國際合作團隊，主要是由中國醫藥大學、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
癌症中心、中央研究院、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及 STCUBE Inc. 等團隊所共同完成的。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3/30 11: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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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肝癌治療新標靶，精準醫療的曙光
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國際研究團隊合作，
成果刊登頂尖國際期刊“自然”《Nature》，
揭開代謝途徑上抑癌基因變成致癌分子的轉捩點

肝

癌病友的佳音！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國際
研究團隊突破性發現，醣異生代謝酶 PCK1 具有蛋白激

酶活性，可做為肝癌治療的新標靶；這項重量級國際合作研
究 成 果「Gluconeogenic enzyme PCK1 phosphorylates Insig for
lipogenesis」，於美國時間 4 月 8 日發表在國際頂尖期刊“自
然”《Nature》（影響因子 43.07），受到國際學界高度重視
與讚賞，也為精準治療指出一個新方向。
這項名為「醣質新生酶 PCK1 藉由磷酸化 Insig 蛋白在脂
肪生成中扮演的重要功能」的國際合作研究，是由台灣中國醫
藥大學、中國浙江大學與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三方合

國際頂尖期刊“自然”Nature

作，其中，由中國醫大洪明奇團隊聯合浙江大學呂志民團隊領
導下所共同完成的。
衛福部統計，肝癌佔台灣癌症排行榜第四位，也是第二大致命的惡性腫瘤。儘管研究多
年，肝癌的治療仍以傳統的手術和化學或放射線療法為主，尚無有效的標靶治療，使得總體
生存率仍不盡理想，是目前急需解決的醫學難題。
國際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洪明奇院士表示，PCK1（phosphoenolpyruvate carboxykinase 1）
是肝臟與腎臟內進行糖質新生作用（Gluconeogenesis）的關鍵代謝酵素，主要功能在將 4
碳糖之草醋酸（oxaloacetate, OAA）轉化為 3 碳糖之磷酸烯醇丙酮酸（phosphoenolpyruvate,
PEP）。這個把非碳水化合物轉換為葡萄糖的過程，是維持人體內血糖衡定之重要生理機轉。
先前研究更指出 PCK1 是重要的抑癌基因（tumor suppressor gene），這顯示 PCK1 對生理衡
定及癌症防護所扮演之重要角色。
然而，國際團隊在研究中發現：癌化之肝細胞在不正常生長刺激下（如引起癌症的
K-Ras 或生長因子受體之突變），將透過細胞內 AKT 訊息傳遞路徑造成 PCK1 的磷酸化。
此磷酸化竟然改變了 PCK1 功能，不但停止了原應進行的糖質新生作用；相反的，卻強迫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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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了脂肪生成作用（lipogenesis）機制，造成了膽
固醇（cholesterol）與脂肪酸（fatty acid）之大量
生成。而膽固醇與脂肪酸兩個產物，正是癌細胞
成長與增生所需的最重要能量來源，將直接促進
癌症發展。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校 長 洪 明 奇 院 士 說：「 這 個
研究的最大意義是發現：原本應是抑癌基因的
PCK1 在肝細胞癌化過程中竟然被轉化成為致癌分
子的角色，完全改變原先的功能，這是前所未知

國際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洪明奇院士是媒
體記者採訪的焦點人物

的事情。而且此種 PCK1 進一步磷酸化下游分子
Insig1/2 時，使用的是以 GTP 作為磷酸基來源，
而非常見磷酸激酶所用之 ATP，這也是非常特別
之處。」
在 臨 床 應 用 面 上， 癌 細 胞 特 異 形 成 的 磷 酸
化 PCK1 將是最理想的治療標靶，因為抑制磷酸
化 PCK1 的藥物只會殺死癌細胞而不會影響正常
細胞。目前沒有相關藥物面市，是將來研究發展

洪明奇院士帶領的研究團隊

之重要切入點。此外，在深入研究肝癌病人檢體
後，發現具較高磷酸化 PCK1 及 Insig1/2 數量的之病人，擁有較低的存活率。這暗示著磷
酸化 PCK1 與下游分子如 Insig1/2 與 SREP 之磷酸化，亦可開發為判斷預後等之重要生物標
記，這對將來肝癌精準醫療有相當有助益。重要的是，團隊更指出除了肝癌細胞外，在黑色
素癌、腦癌與肺癌等細胞株，也發現同樣的 PCK1 磷酸化情形。代表著這個新策略可望能廣
泛地應用在各個癌症族群上，深具臨床價值。
這個研究成果揭示癌細胞片面挾持細胞內能量代謝機轉作為己用之證據，指出藥物開發
新方向。亦彰顯磷酸化 PCK1 之癌化轉捩點本身就是最佳的藥物標靶，將有望強化肝癌之精
準治療，改善傳統化放療療法「殺敵一萬，自損三千」的副作用，為癌症病友帶來福音，更
在精準醫療的研究史上寫下嶄新一頁。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4/09 1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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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治療前沿研究創新突破
校長洪明奇院士偕國際合作研究團隊
發現 SLFN11 調控肝細胞癌生長和轉移
刊登於國際知名生物醫學權威期刊《Theranostics》

國

際知名生物醫學權威期刊《Theranostics》最新發表了一項重量級的研究成果；由台灣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偕國際合作研究團隊發現 SLFN11 調控肝細胞癌生長和

轉雜誌移，無疑將為肝癌的治療帶來變革，受到醫學界的高度關注與肯定。
《Theranostics》「治療預後學」期刊發表名為「SLFN1 經由阻斷 RPS4X-mTOR 途徑而
抑 制 肝 癌 的 發 生 與 轉 移 」（SLFN11 inhibit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umorigenesis and
metastasis by targeting RPS4X via mTOR pathway）前沿研究論文，報導了 SLFN11 低表達促
進 HCC 生長和轉移，並闡述了其在 HCC 生長和轉移中的內在分子機制，為治療 HCC 患者
提供了一種新的治療策略。
這項研究成果，係台灣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
明奇院士帶領美國德州大學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
團隊，與中國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任寧主任醫
師團隊、復旦大學生物醫學研究院董瓊珠研究員
為共同通訊作者，周晨浩博士、劉春曉博士後和
劉文婕碩士並列第一作者。
世界級癌症基因科學家洪明奇院士表示，肝
細胞癌（Hepatocellularcarcinoma, HCC）是全球範

洪明奇院士（前左）帶領的菁英研究團隊

圍內最具侵襲性的實體惡性腫瘤之一，目前治療
手段還較為有限。眾所周知，乙型肝炎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是驅動 HCC 的主要危險因
素。Schlafen (SLFN) 蛋白家族在調節哺乳動物生物學功能（例如抑制病毒複製）中起重要作
用。SLFN11，作為人類 SLFN 蛋白家族的成員，具有抗病毒特性，但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
SLFN11 與藥物敏感性之間的重要關係，其在腫瘤發生和轉移中的作用仍然鮮為人知。
洪明奇院士偕國際合作研究團隊，於是對複旦肝癌研究所兩個獨立隊列進行 IHC 分析
發現人 HCC 組織中 SLFN11 的下調與不良預後密切相關；體外細胞試驗發現 SLFN11 能夠
抑制細胞增殖、遷移和侵襲水平，並促進細胞凋亡；體內動物試驗發現 SLFN11 的上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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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逆轉 HCC 的進展和轉移。
國際研究合作團隊通過免疫沉澱和液相色譜串聯
質譜（LC-MS/MS）技術，運用 IPA 軟件進行蛋白組學
分析，同時通過 CO-IP、免疫熒光、免疫組化和蛋白印
跡實驗發現 SLFN11 通過與關鍵蛋白核醣體蛋白 S4X
連鎖（RPS4X）結合併抑制其表達，進而下調 RPS6 和
eIF4E 的磷酸化水平、阻斷 mTOR 信號通路抑制 HCC
惡性生物學行為。
基於 mTOR 信號通路在 HCC 中的重要機制，以

國際生物醫學權威期刊《Theranostics》

及目前許多雷帕黴素類似物在臨床癌症治療中的有限
療效，研究團隊對目前國際上正在晚期或轉移性 HCC 患者中進行 I 期 /II 期臨床試驗的新型
mTOR 通路抑製劑 INK128 納入研究評估其抗腫瘤療效。
首次發現 INK128 能夠有效抑制低表達 SLFN11 引起的 mTOR 通路的激活，進而抑制
HCC 的生長和轉移；此外還發現，與 INK128 治療聯合，上調 SLFN11 表達可以延緩 HCC
的進展和轉移，增強 INK128 抗癌療效，此一研究成果為肝癌患者的個體化治療提供了新的
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Chenhao Zhou, Chunxiao Liu, Wenjie Liu, Wanyong Chen, Yirui Yin,Chia-Wei Li, Jennifer L. Hsu,
Jialei Sun, Qiang Zhou, Hui Li, Bo Hu, Peiyao Fu,Manar Atyah, Qianni Ma, Yang Xu, Qiongzhu
Dong, Mien-Chie Hung, Ning Ren. SLFN11inhibit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umorigenesis and
metastasis by targetingRPS4X via mTOR pathway. Theranostics. 2020. 10 (10): 4627-4643.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4/20 14:05:00

156

研究能量的躍進 第四章

家族性矮小症遺傳基因變異位點新發現
本校副校長蔡輔仁醫師臨床醫療團隊研究成果
榮登國際知名期刊《臨床內分泌和代謝雜誌》

矮

個 子 的 福 音 來 了！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副 校 長 蔡 輔 仁 醫
師臨床醫療團隊研究台灣漢族家族性矮小症遺傳

基 因 有 新 發 現， 有 十 個 新 的 基 因 位 點（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以及九個與身高相關的基因位點，
和家族性矮小症有關聯。此一研究成果榮登國際知名期刊
《臨床內分泌和代謝雜誌》，對台灣漢族家族性矮小症的
風險預測、對症下藥有重大貢獻。
台灣醫學遺傳、新陳代謝疾病臨床診斷與治療權威蔡

台灣醫學遺傳、新陳代謝疾病臨
床診斷與治療權威蔡輔仁醫師

輔仁醫師帶領醫療團隊的研究成果「家族性矮小症的遺傳
結 構 」（Genetic Architecture Associated With Familial Short
Stature），發表在五月新出刊的《臨床內分泌和代謝雜誌》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受到國際醫界的高度重視。
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並同時擔任附設醫院醫學研究
部、基因醫學部主任，蔡輔仁醫師及其臨床醫療研究團隊，
依據台灣的兒科內分泌醫師診斷具有漢族血統的家族性矮
小症患者，共篩選 1163 位受試者的基因表現，使用重複抽
樣法（bootstrapping subsampling）及全基因組關聯分析法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 來 確 定 基 因 輪
廓，同時對照由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中的病例以及第二型
糖尿病患者，共選出 4168 位沒有家族性身材矮小病史做基

國際知名期刊《臨床內分泌和代
謝雜誌》

因數據分析，進而發展出一套多基因風險評分指標來預測
患有家族性矮小症的風險。
蔡輔仁醫師以骨齡評估預測兒童未來成人後身高範圍的臨床經驗表示，人類的身高具有
多基因遺傳性特徵、並經過複雜的基因表現調控來決定。科學家們做遺傳因素的探討，最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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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輔仁醫師臨床醫療團隊研究成果「家族性矮小症
的遺傳結構」論文

JCEM 國際期刊

做的題目之一，就是身高成長，因為影響的原因太過複雜。目前在各族群當中，已經有些研
究使用全基因組關聯分析來研究人類身高的遺傳傾向。本研究選擇了家族性矮小症，成功的
排除這些干擾。另外，家族性矮小症（或稱為基因性矮小症）是最常見的矮小症，一般大眾
對它的基因輪廓所知卻甚少。
蔡輔仁醫師表示，身材矮小的定義為，身高在同年齡及性別當中低於身高排序的第三百
分位，或低於兩個標準差。由於家族性身材矮小只能由遺傳因子造成。當我們用這幾個基因
位點，預測受試孩童是否會矮小的正確率高達九成。此研究將來會擴展到人類的身高預測，
進而探討人類成長的機轉及控制的方法，有了科學研究數據，提早發現治療才能對症下藥，
讓矮個子期盼長高的夢想成真！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5/11 1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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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中醫藥專家學者分享抗疫經驗
本校新冠肺炎中西醫共治團隊努力
讓世界看見台灣中醫治療成效

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
台灣、中國大陸、韓國紛紛投入中藥療法

研發以及中醫藥介入治療建議；台灣中國醫藥大
學中醫學院與中國中醫科學院 5 月 14 日下午舉辦
「海峽兩岸中醫藥抗疫經驗分享視訊會議」，分
享兩岸中醫藥抗擊新冠疫情實務經驗，孫茂峰院
長表示，中國醫大新冠肺炎中西醫共治團隊，正
在積極進行大規模的中藥篩選，將進一步篩選驗

中國中醫科學院等專家學者代表參與視訊
會議

證臨床療效，期盼讓世界看見台灣中醫治療成效。
台灣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與中國中醫科學
院 5 月 14 日下午在海峽兩岸同步舉辦的「中醫藥
抗疫經驗分享視訊會議」，由台灣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院孫茂峰院長、台港澳中醫藥交流合作中
心主任楊金生共同主持，邀請中醫藥專家學者分
享兩岸中醫藥抗擊新冠疫情實務經驗，諸如新冠
肺炎的診斷、防控策略、臨床診治、日常防護、
康復患者管理等方面進行提問交流探討，互動熱

海峽兩岸中醫藥抗疫經驗分享視訊會議交
流熱絡

絡收獲豐碩。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孫茂峰院長致詞表示，對於新冠肺炎疫情，台灣採取多項防疫措
施，包括運用大數據與高科技超前部署防疫受到全世界的矚目與讚賞；中國大陸武漢地區最
早爆發疫情，透過中醫藥的早期介入，有相當多中西醫共治抗疫成功的案例，有病患在不同
的醫療院所藉由會診中醫，其臨床症狀改善的程度及病情復原之快速均超出預期；這些經驗
的累積及記載如何透過實證的平台，讓全世界以現代西醫為主流的醫療體系將中醫藥全面納
入來造福人類，有待中醫藥的學者專家們持續努力與合作。
孫茂峰院長表示，透過這次兩岸抗疫經驗分享的視訊會議，期待醫學界對於中醫藥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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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茂峰院長偕台灣學者專家參加海峽兩岸中醫藥抗
疫經驗分享視訊會議

本校中醫學院孫茂峰院長主持海峽兩岸視訊會議

色能夠給予重新定位，正視並珍惜數千年來老祖宗留下經臨床驗證後的瑰寶可以共同為抵抗
疫病，捍守人類健康盡一分力量！
台灣中醫師公會全聯會名譽理事長林昭庚教授表示，對於中醫納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臨床處置暫行指引」治療指引，已通過衛福部審核，近期將送進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專家
小組進行討論，期待未來能嘉惠治療更多的民眾。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顏宏融副院長並與日本橫濱藥科大學渡邊賢治特聘教授等中、
日、韓、台等國教授共同發表「漢方醫學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VID-19）中的作用」論
文，刊登在四月份出刊的日本醫事新報（Japan Medical Journal），提供日本醫界中藥漢方介
入治療參考。
目前，顏宏融副院長與台灣中區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指揮官黃高彬副院長、感染科何茂旺
主任、呼吸照護中心顏至慶主任、中醫部賴榮年副院長、針灸科李育臣主任、中醫診斷科吳
美瑤醫師、健康照護學院林振文副院長及國衛院學者專家共同組成中國醫大新冠肺炎中西醫
共治團隊，積極進行大規模的中藥篩選，未來將進一步篩選驗證臨床療效，同時透過中西醫
團隊合作協同照護病患。
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黃璐琦院士在視訊會議中，介紹中醫藥在抗擊新冠疫情中取得的經
驗以及中醫藥通過臨床篩選出的有效方劑“三藥三方”（即金花清感顆粒、連花清瘟顆粒和
膠囊、血必淨注射液；清肺排毒湯、化濕敗毒方、宣肺敗毒方）應用情況；台灣林昭庚教授
介紹新冠疫情下台灣中醫藥的應對情況；仝小林院士分享寒濕疫方的提出與治療經驗；台灣
顏宏融副院長、黃頌儼主任、陳俊良主任分別談台灣中醫藥如何參與新冠疫情的防治；苗青
主任、邊永君主任、李靜主任分享在抗疫前線的護理經驗、案例和收穫。
大陸參與專家有：中國中醫科學院黃璐琦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仝小林、北京中醫醫院
院長劉清泉、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肺病科主任苗青、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呼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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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邊永君、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護理部主任李靜等武漢抗疫一線醫護人員。
台灣與會專家有：台灣中醫師公會全聯會名譽理事長林昭庚教授、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
院顏宏融副院長、陳易宏副院長、台灣彰化基督教醫院中醫部主任黃頌儼、台灣長庚醫院中
醫部主任陳俊良、台灣中藥商公會全聯會名譽理事長朱溥霖等防治新冠肺炎學者專家。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5/14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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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風濕性關節炎」新穎性檢測法銜接產業商品化
本校蔡嘉哲教授帶領的免疫醫學研發團隊
榮獲科技部「育苗專案計畫」雀屏中選

榮

獲 2019 國家新創獎的中國醫藥大學免疫醫學研發中心
主任蔡嘉哲教授研發團隊，創新研發的新穎性胜肽能作

為診斷類風濕性關節炎之檢測方法，經科技部審查評估具有產
品導向及市場應用潛力，榮獲今年學研成果銜接產業開發商品
的「育苗專案計畫」獎助，預期能使病患早期診斷並提早治
療，有效降低後續的醫療負擔並提升生活品質。

世界免疫學會臨床專家蔡嘉
哲教授

蔡嘉哲教授研發團隊雀屏中選的育苗計畫
名稱為「精準性檢驗類風濕性關節炎之診斷套
組 」Precision Test Kit for Diagnosi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簡言之，即是以一種新穎的血清檢查方
法來診斷類風濕性關節炎的新穎診斷檢測方法。
中國醫藥大學免疫醫學研發中心主任蔡嘉
哲教授表示，類風濕性關節炎屬於一種慢性發
炎且具破壞性的自體免疫疾病，其影響全球人
口 0.5-1%；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與 牙 周 病 有 密 切 的

蔡嘉哲教授帶領的免疫醫學研發中心團隊

關係，而牙周病主要的致病因子為牙周致病菌
（Porphyromonas gingivalis），此菌會產生許多有毒因子，像是牙齦素（gingipains），其中
含有多段 domain 包括了 RgpA (arginine gingipain) 及 Kpg (lysine gingipain)。
目前，診斷類風濕性關節炎之方法以檢查類風濕性關節炎因子（rheumatoid factor, RF）
及抗環瓜氨酸抗體（antibodies against citrullinated protein antigens, ACPA）二種方法為主，但
仍有至少 1/3 的類風濕性關節炎病人對於 RF 或 ACPA 反應為陰性。
世界免疫學會臨床專家蔡嘉哲教授研發團隊發現，牙周致病菌中一段新的胜肽可用於診
斷類風溼性關節炎。在 RF 及 ACPA 雙陰性的病人，以此新型檢測方法還可檢測到超過一半
病人具陽性抗體。而加上本方法檢查時抗體陽性比率可從 54.6% 增加到 80.2%，顯示此新穎
的血清檢查方法可增加診斷的敏感度及特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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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學研成果銜接產業開發商品，蔡嘉哲教授研發團隊參加了中國醫藥大學 107 年度
「生醫與醫材轉譯加值人才培育—Anchor University 計畫」培訓，多次進行智財佈局、商
品化之課程訓練及規劃，不僅去年獲得第 16 屆國家新創獎之殊榮，並於今年 5 月獲通科技
部「育苗專案計畫」獎助，預期將可更加速此新穎性胜肽商品化之過程。
RF 於 1987 年時為第一個被用來診斷類風濕性關節炎，ACPA 於 2010 年成為第二個被
使用，蔡嘉哲教授研發團隊期望未來此新穎性胜肽能作為第三個被用來診斷類風濕性關節炎
之檢測方法，為病人提供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使病人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5/25 12: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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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口罩可有效防止疫情
本校公共衛生學院王中儀教授
專文發表國際頂尖期刊《Science》

世

界各國面對此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之防
疫措施不盡相同；然而，台灣防疫之公共衛生策略規劃

得宜，防疫應變措施之傑出成效受到國際的肯定，中國醫藥大
學公共衛生學院醫務管理學系主任王中儀教授發表評論專文刊
登最新出刊的國際頂尖期刊《Science》，向全世界證明台灣戴
口罩措施可有效防止疫情。
歐洲地區數年前頻傳恐怖攻擊事件，導致當地對於公共場
所配戴口罩產生法規限制，因為戴口罩無法辨識身分，以致對
戴口罩有所疑慮；況且，西方國家對於常戴口罩者可能具有刻

《Science》國際期刊

版印象，以及生命態度之不同，導致歐美國家面對 COVID-19
採取的措施相當不同。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醫務管理學系教
授王中儀評析，各國主要防疫措施包括封城、戴
口罩、普篩等，歐美及中國大陸使用封城方法，
韓國本著國家支持之生技產業採取普遍篩檢；以
政策分析上的有效性及社會影響來說，歐美可能
因民眾戴口罩比例低，症狀嚴重時才進醫院處置，
時效性低落，且封城造成的經濟衝擊及心理負面
影響可能相當嚴重，而另考量點，韓國的普篩可
能有醫療資源過度耗用之慮，如參與採檢之醫療

本校公共衛生學院王中儀教授發表防疫評
論專文

人力過度使用。
相對來說，台灣主要採取的戴口罩措施簡單而有效，針對出現症狀之風險者才做篩檢，
陽性反應再進行個人隔離，是抓到重點的有效做法；台灣以指揮中心方式，統一發布口罩措
施，擴充台灣本有的口罩生產線數十條，幾乎可以供應國人每人每天一個口罩，這是可行性
高的政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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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儀教授表示，以政策的結果評估來看，台灣戴口罩及量體溫但沒有封城的防疫措
施，跟台灣 COVID-19 五個月期間盛行率低至每萬人 0.19 密切關聯，且投入成本相對不會
過高。這就是有效能有效率的公衛措施，而封城其實是非必要的。
王中儀教授認為，防疫期間冒著風險採檢的醫師跟專科護理師還有配合作業的醫院人員
亦具有相當貢獻；因這疫情，凸顯出醫院除了面對火災地震外，還需建立防疫持續因應緊急
計畫（BCP）管理指引之重要性。對此，在曾任衛生署副署長也是台灣醫務管理學會現任理
事長江宏哲的號召下，已成立防疫 BCP 管理指引工作小組並規劃中。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黃彬芳神情愉悅的表示，王中儀老師為公共衛生政策之
學者，發表此評論文章於影響係數高達 41.06 之頂尖期刊 Science 相當難得。他的評論包括
社會及經濟可行性，而結果評估面包括健康及經濟衝擊。
比較起來，台灣的數項防疫措施確實是本著全民健保及醫療體系良好基礎而達成的，
例如部署足夠的負壓病床及採檢人力。就像王老師在此文章中所說的，台灣向全世界證明戴
口罩就可有效防止病毒散播，包括室內及室外，而封城屬於非必要措施，我所認識的幾位美
國學者也向我讚美台灣優良防疫措施的成效，WHO 直到最近幾天才發布戶外戴口罩可防止
COVID-19 散佈。
具有生醫工程專長的人文科技學院院長兼主任秘書陳悅生教授表示，科技管理是一項重
點。疫情的階段已逐漸進入 COVID-19 疫苗積極研發的階段，防疫科學成為政府、學術及研
發單位重要的醫學領域。產業界合作在幾年內開發有效疫苗，進行經濟評估後進行轉譯及技
轉，創造健康及社會效益，是我們在後疫情時代緊接著努力的重點，要建立長期一流團隊以
應付未來可能新興病毒流行。
或許民眾會感覺到戴口罩、量體溫及保持社交距離的不方便。然而，在這背後有一群公
衛專家、醫管學者、疫苗研發單位等，積極規劃及評估各項可能的衛生政策，以跨領域團隊
合作的方式，前瞻地守護著台灣民眾的健康；在疫情後之健康管理方針如疫情應變措施及疫
苗開發，亦扮演重要角色，值得社會持續關切。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6/16 10: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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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本土藥用植物「龍眼葒」治療活性
本校產學合作研究成果獲國際知名期刊《Cancers》發表

攝

護腺癌治療新曙光；中國醫藥
大學醫學院生醫所黃文欽副教

授帶領產學合作團隊，以細胞及動
物實驗的研究發現，台灣本土藥用
植物「龍眼葒」萃取物，具有抑制
攝護腺癌細胞的生長與轉移的功效。
此項產學合作的成果已經發表於國
際知名的癌症醫學期刊《Cancers》，

本校醫學院生醫所黃文欽副教授主
導的產學合作團隊。

國際知名的癌症醫學
期刊《Cancers》。

獲得國際醫學界的關注。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統計資料，癌症在全球一年造成近千萬人死亡。其中攝護腺癌的
發生率快速上升，目前尚無有效的方法可治癒荷爾蒙抗性攝護腺癌（CRPC）的患者，在台
灣已是男性的第五大癌症，2010 年有超過 4400 位新病人，預估未來比例還會持續上升。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生醫所黃文欽副教授、中醫學院中資系黃冠中副教授以及附設醫院
泌尿科謝博帆醫師與姜文平博士組成的產學合作團隊，承接本校尖端生技國際產學聯盟會員
艾澌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結合本校技轉廠商臻里生物科技公司委託執行產學合作開發，研
究以台灣本土藥用植物—台灣骨碎補（民間俗稱為龍眼葒）做為研究材料，以細胞及動物
實驗的研究中，發現「龍眼葒」萃取物，具有抑制攝護腺癌細胞的生長與轉移的功效。
此項名為「台灣骨碎補對攝護腺癌細胞之全新治療活性」產學合作的成果，已經發表於
國際知名的癌症醫學期刊—CANCERS。（Article: Emerging Therapeutic Activity of Davallia
formosana on Prostate Cancer Cells through Coordinated Blockade of Lipogenesis and Androgen
Receptor Expression. Cancers 2020,12,914.）
主持研究計劃的黃文欽副教授興奮的表示，我們發現台灣骨碎補（俗稱為龍眼葒），抑
制了雄激素依賴性細胞 LNCaP 以及荷爾蒙抗性細胞 C4-2 的生長（轉移和侵入），這是攝護
腺癌研究中最具挑戰性的臨床問題之一，將來有機會進行臨床試驗，將可能成為攝護腺癌與
慢性攝護腺肥大的新輔助療法，對男性攝護腺的疾患將是一大福音。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6/18 10: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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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冠狀病毒（TFQ）找到了！
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的抗冠科研團隊研究成果可望為新冠肺炎的
治療帶來重大醫療突破，獲美國化學學會（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ACS）收錄於生物學論文預印本庫《bioRxiv》

台

灣抗疫研究新突破！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
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帶領的抗冠科研團隊，

在全球科學家都在加緊腳步研發新冠疫苗的關鍵
時刻，率先將靶向治療癌症的策略與觀念應用於
新冠肺炎的治療研究，日以繼夜在上千種 FDA 批
准的藥物化合物中進行篩選，終於找到了能夠有
效抑制新冠病毒主要蛋白酶活性的抑制劑：他非
諾喹（TFQ）。

本校跨領域科研團隊在抗疫研究有重大突
破，受國際矚目。

這項名為『老藥新用：他非諾喹體外抑制新
冠病毒主蛋白酶活性』（Inhibition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main
protease by tafenoquine in vitro）的重量級科研成果，將對進一步的人體臨床試驗提供了強而
有力的證據，獲美國化學學會（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ACS）收錄於生物學論文預印
本庫《bioRxiv》，幫助台灣在抗疫學術領域奠定國際地位！
世界級癌症權威科學家洪明奇院士，在新冠病毒（Coronavirinae, CoV）造成的世界公
共衛生緊急事件後，將靶向治療癌症的策略與觀念應用於新冠肺炎的治療研究，他帶領中國
醫藥大學新藥開發中心整合領域研發團隊，建置了高通量快速篩選平台，日以繼夜在上千種
FDA 批准的藥物化合物中篩選出能夠有效抑制新冠病毒主要蛋白酶活性的抑制劑：他非諾
喹（TFQ）。

洪明奇校長表示，新冠病毒的複製及成熟需要透過主要蛋白酶對病毒多肽進行切割，以

產生病毒複製所需的核心蛋白，本校抗冠團隊篩選出的抑制劑他非諾喹（TFQ）是第一個證
明 TFQ 會誘導 SARS-CoV-2 Mpro 蛋白發生顯著的構形變化，此構型變化將會明顯降低其蛋
白酶活性。
中國醫藥大學抗冠科研團隊還進一步與台大醫學院黃立民醫師團隊合作，證明 TFQ 確
實明顯抑制了 SARS-CoV-2 感染細胞，此一研究成果可望為新冠肺炎的治療帶來重大醫療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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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化學學會論文庫《bioRxiv》

洪明奇校長帶領的抗冠科研團隊

洪明奇校長指導年青科學家的研究
方向

破。除了與台大跨領域合作外，此研究由中醫大及附設醫院密切合作，參與成員還有；陳
曄、楊文豪、王昱權、周易蓁、侯美慧、蔡佳綾等多位年輕世代科學家。
台灣在新冠肺炎（COVID-19）防疫上堪稱模範生，當世界各國科學家及醫生們加緊腳
步研發特效藥與疫苗，尋找有效的治療方法，中國醫藥大學跨領域科研團隊秉持醫學大學
及醫療機構的專業角色與醫療使命，在發展尖端醫療研究，以前瞻思維，把握此機會投入
COVID-19 之標靶藥物開發，縱使「仙藥雲深不知處」，洪明奇校長懷抱信心說，尋找治療
抗冠肺炎的藥物或是疫苗，只要提前一天完成，便能拯救成千上萬的病患，這樣的世局就印
證了「養兵千日、用於一時」的道理！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8/21 10: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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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抗疫研究新突破！
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的抗冠科研團隊
重量級研究成果榮登世界學術舞台發光發熱
榮登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美國癌症研究雜誌》

台

灣抗疫治療新曙光！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醫
藥大學校長洪明奇帶領的抗冠科研團隊，在全

球科學家加緊研發新冠肺炎疫苗的關鍵時刻，將靶向
治療癌症的策略與觀念應用於新冠肺炎的治療研究，
日以繼夜在上千種小分子化合物中進行篩選，找到了
抑制冠狀病毒複製的核心蛋白酶，此一重量級研究成
果榮登於 8 月 29 日發刊的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美國
癌症研究雜誌》，站上世界學術舞台發光發熱！

世界級癌症權威科學家、中醫大校長洪
明奇院士。

洪明奇院士及陳曄教授帶領中醫大抗冠醫療團
隊的創新研究成果，名為「廣譜抗冠狀病毒藥物抑制
新冠病毒主要蛋白酶的結構解析」（Structural basis
of SARS-CoV-2 main protease inhibition by a broadspectrum anti-coronaviral drug），發表在最新出刊的
《美國癌症研究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這篇論文還被該雜誌選為當期的封面，
受到國際學術與醫療機構的高度關注。

《美國癌症研究雜誌》學術期刊

這項研究成果是中醫大跨領域科研團隊繼日前
發現了能夠有效抑制新冠病毒主要蛋白活性的抑制劑：他非諾喹（TFQ），再接再厲的新突
破，對於進一步的人體臨床試驗提供了強而有力的證據，並且幫助台灣在抗疫學術領域奠定
國際地位！
世界級癌症權威科學家洪明奇院士，在新冠病毒（Coronavirinae, CoV）造成的世界公共
衛生緊急事件後，將靶向治療癌症的策略與觀念應用於新冠肺炎的治療研究，他積極整合中
國醫藥大學團隊，在上千種小分子化合物中初步篩選出能夠有效抑制新冠病毒主要蛋白酶活
性的廣譜型抑制劑 GC376，團隊中的陳曄教授並利用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的尖端設備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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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此藥物與病毒主要蛋白酶的複合體 3D 立體結構，成為台灣
第一個解出新冠肺炎病毒的藥物—蛋白酶的立體結構。
洪明奇校長表示，新冠病毒的複製及成熟需要透過主要蛋
白酶對病毒多肽 pp1ab/pp1a 進行切割，以產生病毒複製所需
的核心蛋白酶；中醫大科研團隊篩選出的抑制劑 GC376 能夠
模擬新冠病毒主要蛋白酶的受質並與其活性位點緊密地結合，
從而有效地抑制病毒的複製。
中醫大新藥開發團隊成員陳曄教授進一步說明，GC376
在 早 期 由 病 毒 學 家 Drs.Kyeong-Ok Chang 和 Yunjeong Kim 研
發 用 於 治 療 死 亡 率 高 達 36 ％ 的 中 東 呼 吸 道 症 候 群（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MERS）冠狀病毒。後續研究發現，
GC376 對於由貓冠狀病毒（Feline Coronavirus, FCoV）引起的

中醫大科研團隊發表成果
「廣譜抗冠狀病毒藥物抑制
新冠病毒主要蛋白酶的結構
解析」

貓傳染性腹膜炎（feline infectious peritonitis; FIP）療效顯著。
此一研究由中醫大及附設醫院密切合作成果，可望為新冠肺炎的治療帶來重大醫療突
破，參與此研究參與成員包括；陳曄、楊文豪、王昱權、周易蓁、侯美慧、蔡佳綾等多位年
輕世代科學家。
台灣在新冠肺炎（COVID-19）防疫上堪稱模範生，當世界各國科學家及醫生們加緊腳
步研發特效藥與疫苗，尋找有效的治療方法，中國醫藥大學跨領域科研團隊秉持醫學大學
及醫療機構的專業角色與醫療使命，在發展尖端醫療研究，以前瞻思維，把握此機會投入
COVID-19 之標靶藥物開發，縱使「仙藥雲深不知處」，洪明奇校長懷抱信心說，尋找治療
抗冠肺炎的藥物或是疫苗，只要提前一天完成，延續台灣防疫的成功，相信國人的努力，可
以讓台灣印証「抗冠就在此山中」！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8/31 16:06:00

170

研究能量的躍進 第四章

腫瘤的標靶治療另一種嶄新的策略
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國際合作團隊
研究成果榮登國際知名期刊《自然－細胞生物學》

腫

瘤壞死（Tumor Necrosis）是臨床上常見的病理現象，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國際研究團隊解開腫

瘤細胞焦亡（pyroptosis）之分子機轉未解之謎，此一研究成
果發表在世界知名期刊《自然－細胞生物學》，這將為腫瘤的
標靶治療提供另一種嶄新的策略，更為人類癌症的精準治療寫
下嶄新的一頁。
2020 年 9 月 14 日，世界知名期刊《自然－細胞生物學》
刊登台灣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國際研究團隊，與美國德州
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合作發表名為「探討癌細胞內 PD-L1 介
導之 GSDMC 表現對於細胞凋亡轉換為細胞焦亡以及促進腫瘤

《自然－細胞生物學》國際
期刊

壞死之角色與機轉」“PD-L1-mediated gasdermin C expression
switches apoptosis to pyroptosis in cancer cells and facilitates tumour necrosis”的論文，首次揭
露（細胞焦亡）pyroptosis 參與腫瘤壞死過程中的分子機制，以及核內 PD-L1 在此過程中所
扮演的關鍵角色。
Pyroptosis（細胞焦亡）是宿主對抗病原體的一種先天免疫反應，目前已知的 pyroptosis
主要發生於免疫系統的巨噬細胞。入侵之病原體將刺激巨噬細胞內的 Caspase-1 水解下游分
子，Gasdermin 家族之 GSDMD，使之 N 端結構游離並結合於細胞膜上形成 10-14 奈米之孔
洞。一旦細胞膜的完整性遭到孔洞破壞，將因滲透壓之改變而漲破細胞，造成死亡。這個過
程即為典型的 pyroptosis。然而，除了巨噬細胞外，pyroptosis 是否也發生在腫瘤細胞，以及
是否在癌症生成上扮演了角色，目前尚不清楚。
腫瘤壞死（Tumor Necrosis）是臨床上常見的病理現象，主要是因腫瘤的快速增長，體
積過大，而使腫瘤內部缺氧所致。腫瘤壞死現象的出現，往往與不良的疾病進展和結果有
關。雖然此現象發現至今已有 100 多年，亦已知腫瘤壞死因子 -α (TNF-α) 可以誘導腫瘤
壞死的發生，可是確切成因、分子機制以及 pyroptosis 是參否與其中，至今仍然是個未解之
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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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明 奇 院 士 帶 領 的 國 際 研 究 團 隊， 經 過 篩
選多種常見的腫瘤刺激物，發現缺氧環境可以誘
導 大 量 的 PD-L1 分 子 進 入 細 胞 核。 在 缺 氧 環 境
下所磷酸化的 Stat3 可以進一步與 PD-L1 結合，
一起進入細胞核。在細胞核內，PD-L1 與磷酸化
Stat3 形成之複合物將結合在 GSDMC 的啟動子上
促使 GSDMC 蛋白質的表現，這與在巨噬細胞發
生的典型 pyroptosis 之關鍵分子 GSDMD 是不同

世界級癌症科學家洪明奇校長科研團隊

的。而在腫瘤微環境中，TNF-α 將活化癌細胞之
Caspase-8，進而水解 GSDMC，使 N 端分離並結合於細胞膜上，最終導致細胞漲破死亡。這
些證據指出，腫瘤細胞所誘發的 pyroptosis 機制與其關鍵分子 GSDMC，和已知的典型機制
大不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亦首次揭示前所未知的 PD-L1 核內功能。PD-L1 是眾所皆知的
免疫檢查點分子，主要藉由表現在腫瘤細胞膜上，通過與免疫 T 細胞結合而抑制 T 細胞毒
殺活性，導致腫瘤細胞逃脫宿主的免疫反應。但 PD-L1 是否具有除免疫抑制之外的其他非
免疫檢查點功能更是前所未聞。
就臨床應用而言，研究人員通過篩選臨床常用的腫瘤化療藥物，發現抗生素類化療藥可
以誘導三陰性乳癌 MDA-MB-231 細胞株走向 pyroptosis。這顯示了此類化療藥物在治療三陰
性乳癌時，pyroptosis 可能在治療效果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世界級癌症科學家洪明奇校長表示，「GSDMC 在腫瘤細胞的特異性表現，是最好的生
物標記。若能利用藥物進一步誘導癌細胞進行 pyroptosis 以摧毀腫瘤，這將會是一個嶄新且
極富潛力的新穎精準醫療策略！」
這項研究不但闡明了腫瘤壞死的分子機制，揭示了腫瘤細胞 pyroptosis 與經典機轉具截
然不同的的路徑以及參與分子，發現了前所未知的核內 PD-L1 的非免疫檢查點的功能，更
指出具腫瘤專一性之 GSDMC 具作為生物標記的高潛力。這將為腫瘤的標靶治療提供另一種
嶄新的策略，更為人類癌症的精準治療寫下嶄新的一頁。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9/15 13: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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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標靶治療的新策略
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國際合作團隊，
研究成果榮登國際知名期刊《肝病學雜誌》

世

界知名期刊《肝病學雜誌》發表最新醫學研究成果；台
灣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的國際合作團隊，

首次發現了孤兒受體 ROS1 蛋白 RNase7 在肝癌治療中所具有
的關鍵作用，提供肝癌標靶治療的新策略，有助於患者提高生
存期。
中國醫藥大學洪明奇校長研究團隊與美國德州大學安德
森癌症中心和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合作團隊研究成果，發表
名為「探討 Ribonuclease 7 驅動之 ROS1 活化作為肝細胞癌的
潛在治療標靶」“Ribonuclease 7-driven activation of ROS1 i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之研究論

《肝病學雜誌》國際期刊

文，於 10 月 4 日刊登世界知名期刊《肝病學雜誌》，受到醫
學界的高度重視。
肝細胞癌（HCC）是原發性肝癌的最主要形式，為全球死亡率第二高的癌症；雖然目前
有多種小分子多激酶抑製劑已獲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批
准用於肝細胞癌的一線或二線治療。可是，這些現有的藥物僅能提高患者約幾個月的生存時
間，總體反應率尚不到 20％。因此，為肝細胞癌患者尋求有效的生物標記和新的替代療法
是當前急待解決的臨床需求。
國際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洪明奇校長表示，受體酪胺酸酶（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RTK）在細胞分化、增殖、遷移以及血管生成等過程中具有關鍵調節作用，RTK 訊號之失調
將導致多種癌症的發展。而 ROS1 是 RTK 家族中最後一個具有激酶活性的孤兒受體。ROS1
雖然已被發現超過 30 年，但由於其配體始終未知，故在細胞調節和疾病發展中之功能尚不
清楚。
為此，洪明奇校長帶領國際合作團隊研究通過篩選多種 Ribonuclease (RNase) 家族蛋白，
發現 RNase7 特異結合於 ROS1 胞外區 N3-P2 域，RNase7 刺激可導致 ROS1 的末端酪胺酸殘
基 2274 位點（Y2274）磷酸化，進而活化 ROS1 之訊息傳導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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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通過建立小鼠原位肝癌模型以及 HCC 患者異種移植模型發現，抑制 RNase7
誘導的 ROS1 活化將可大大減緩腫瘤的生長並延長荷瘤小鼠的生存期；通過 ROS1 抑製劑
crizotinib 治療後的小鼠，其腫瘤細胞中的 ROS1 磷酸化和 ERK1/2 磷酸化水平明顯降低，肝
癌肺轉移腫瘤數量顯著減少。
洪明奇校長國際研究團隊進一步檢測並分析
了 260 例肝細胞癌患者樣本中之 ROS1 和 RNase7
表現量以及其臨床數據，發現具 ROS1/RNase7 高
表現的患者往往具有較差的總體生存時間，並且
更容易有復發之情形，這類患者將有望能夠通過
接受 ROS1 抑制劑的治療獲益以提高生存期。
這項研究首次發現了孤兒受體 ROS1 的配體，

洪明奇校長（中右）帶領的科研團隊

揭示了 RNase7 所驅動之 ROS1 路徑活化對腫瘤細
胞生長的功能。此外，RNase7 更有潛力開發為對 HCC 病人進行以 ROS1 標靶治療的血液生
物標記，將可為臨床治療策略之選擇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0/06 1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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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公衛學院王世亨助理教授
榮獲 2020 年臺灣公共衛生學會
公共衛生優秀論文獎—陳拱北教授紀念獎，
研究成果發表國際知名期刊《生物精神醫學》

中

國醫藥大學公衛學院職安系王世亨助理教授研究發現，
父親生育年齡過高者，子代思覺失調症早發風險會增

加；此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生物精神醫學」，為全
球精神遺傳領域指標性研究之一，讓台灣本土研究受到全球學
界之矚目，獲頒 2020 年臺灣公共衛生學會公共衛生優秀論文
獎—陳拱北教授紀念獎。
社會大眾普遍知道，母親生育年齡過高，會增加小孩罹患
先天性疾病的風險；而有愈來愈多研究也觀察到，父親生育年
齡過高，其小孩得到精神疾病的風險也會增加。

王世亨助理教授傑出研究成
果 榮 獲 2020 臺 灣 公 共 衛 生
學會—陳拱北教授紀念獎

王世亨老師探討父親生育年齡與子代思覺失調症早發之
風險，發表名為「父親生育年齡與子代思覺失調症早發：未被
雙親遺傳風險所干擾」（Advanced paternal age and early onset
of schizophrenia in sporadic cases: not confounded by parental
polygenic risk to schizophrenia）研究論文，2019 年刊登國際知
名期刊「生物精神醫學」Biological Psychiatry。
近年來，隨著國人受教育年數增加，平均結婚年齡上升，
而生育年齡也變晚；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母親平均生育年
齡從民國 80 年的 27.2 歲，上升到 90 年的 28.2 歲，106 年的
32.0 歲；父親平均生育年齡從民國 80 年的 30.3 歲，上升到 90
年的 32.1 歲，106 年的 34.5 歲。而此生育年齡變晚之現象，

國際期刊
Biological Psychiatry

在多數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亦然。
王世亨老師表示，一項先前的整合性分析研究發現，父親生育年齡超過 30 歲後，其子
代罹患思覺失調症風險顯著上升；與父親生育年齡在 25 到 29 歲相比，父親生育年齡在 30
到 34 歲其子代罹病風險增加百分之六，而父親生育年齡超過 50 歲其子代罹病風險增加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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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六十六。然而男性生育年齡與子代健康之相關是否為因果關係尚未有定論。
對此，王世亨老師分析在台灣收集的 3000 個思覺失調症家庭資料，發現同是單發性思
覺失調症病患，父親生育年齡過高者，屬於早發型的風險會增加。此外，也觀察到父親遺傳
風險愈高，生育第一胎的年齡愈晚。然而在控制了父親之遺傳風險後，仍然發現父親生育年
齡每延後十歲，其子代早發風險增加 30%。
此研究為全球精神遺傳領域指標性研究之一，讓台灣本土研究受到全球學界之矚目，提
醒各國生兒育女的年齡愈來愈晚所可能引起的子代健康問題，是需要迫切討論的公共衛生議
題。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0/19 13: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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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長壽基因
本校老化醫學研究中心許翺麟教授科研團隊
研究成果榮登國際《科學前沿》期刊

長

壽基因有重大發現！中國醫藥大學老化醫
學研究中心許翺麟教授帶領科研團隊尋找

能夠控制生命時鐘的基因，揭開了 HSF1 及 HSB1
蛋白延緩老化並延長壽命的分子機制；此研究成
果榮登國際頂尖期刊《科學前沿》，引發追求青
春永駐人們的高度關注。
不僅如此，許翺麟教授團隊還提供了一個作
為未來開發抗老藥物的極佳標的；未來若能開發
有效的 HSB1 蛋白的抑制劑，將有可能發展成為

許翺麟教授對老化醫學研究著貢獻卓著

抗老化的新策略，有效延長人類的『健康壽命』
（healthspan）。
中國醫藥大學老化醫學研究中心許翺麟教
授 團 隊 發 表 的 研 究 成 果 名 稱：「HSB-1/HSF-1
pathway modulates histone H4 in mitochondria to
control mtDNA transcription and longevity」；

於

10 月 21 日刊登在最新一期《科學前沿》Science
Advances 期刊之中。《科學前沿》是由發行科學

許翺麟教授帶領的老化醫學研究中心研究
團隊

《Science》的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所出版
的國際知名頂級期刊，刊登所有不同科學領域最
新穎之突破性研究論文，學術地位僅次於 Nature
及 Science。
許翺麟教授表示，過去十六年來，其研究團
隊一直致力於尋找能夠控制生命時鐘，影響動物
及人類老化速度的長壽基因及老化基因。試圖了
解這些基因如何在細胞及分子層次上去達成其調

177

國際頂尖期刊《科學前沿》Science

重要研究成果選輯 2019-2022

控個體老化的速度的作用。
許翺麟教授科研團隊發現，揭開了長壽基因延 HSF1 如何延緩老化，以及其尚不為人知
的分子機轉；許翺麟教授說，我們發現到當 HSF1 的抑制蛋白 HSB1 被剔除時，老化速度會
顯著延緩同時動物壽命也會顯著增加，這些動物的細胞中之組蛋白 Histone H4 表現量比一般
更高。引人趣的是，組蛋白 Histone H4 為構成細胞核中核仁小體（nucleosome）的主要成份
之一，因此一般認為只會出現在細胞核中。
然而，許翺麟教授團隊進一步發現，在這些長壽動物的細胞中，組蛋白 H4 竟然會轉移
出現在粒線體中，並且與粒線體中粒線體 DNA（mtDNA）結合，並調控 mtDNA 的基因表
現，進而影響粒線體功能；HSF1/HSB1 等長壽基因也得以經由此一方式來增加細胞抵抗壓
力的能力並延緩老化。
學術上，許翺麟教授研究團隊的新發現，不但進一步揭開了 HSF1 及 HSB1 蛋白延緩老
化並延長壽命的分子機制，還首次提供了最新證據顯示，一般認為只會出現在細胞核中的組
蛋白 Histone H4，會在特定的條件下轉移到粒線體中執行完全不同的功能。
在轉譯醫學之應用上，許翺麟教授團隊的研究也提供了一個作為未來開發抗老藥物的極
佳標的。他期待，未來若能開發有效的 HSB1 蛋白的抑制劑，將有可能發展成為抗老化的新
策略，有效延長人類的『健康壽命』（healthspan），幫助進入高齡化社會的國家達成『健
康老化』的目標。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0/22 1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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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英國跨國合作團隊
發表探討 Omega-3 脂肪酸在新冠肺炎身心保健的論文
刊登國際脂肪酸研究學會官方期刊
《Prostaglandins, Lipids, and Essential Fatty Acids》

新

冠 肺 炎（Covid-19） 國 際 疫 情 仍 嚴 峻， 世
界各國都在加緊腳步研發疫苗，中國醫藥

大學醫學院蘇冠賓教授、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張倍
禎主任以及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精神醫學
權 威 Carmine Pariante 教 授， 發 表 全 球 第 一 篇 關
於「Omega-3 脂肪酸在提昇對抗病毒的免疫力以
及促進因應疫情的心理壓力」之回顧論文，近
日刊登在國際脂肪酸研究學會的知名官方期刊
Prostaglandins, Lipids, and Essential Fatty Acids。
蘇冠賓教授表示，新冠肺炎爆發不僅對全球
經濟造成嚴重衝擊，也改變了人們以往的生活習

張倍禎主任（左一）、Carmine Pariante
教授（左二）、Paola Dazzan 教授（右二）
與臺灣營養精神醫學研究學會秘書長張蕙
芝博士（右一）於 2018 年舉行的第 8 屆身
心介面國際研討會合影。

慣（如保持社交距離、在家工作、出門戴口罩）；已經有許多報告顯示在新冠肺炎時期的焦
慮症，憂鬱症和創傷後症候群的盛行率也相對增加。因此在疫苗仍在開發中的現階段，大家
關心在意的不外乎「要如何保護自己免於新冠肺炎感染、減輕面對疫情的恐懼焦慮而造成的
壓力症候群」。
中國醫藥大學的「身心介面研究中心（MBI-Lab）」團隊長年研究營養在大腦身心疾病
的預防和治療，和 Omega-3 脂肪酸與免疫調解的機轉，因此，研究團隊藉由此篇論文探討
Omega-3 脂肪酸在對抗新冠肺炎所造成的身心問題所扮演的角色。
張倍禎主任表示，新冠肺炎感染後的兩週內為關鍵時期，如果個案的先天免疫系統
（innate immunity）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偵測到病毒，且在上呼道就成功阻擋病毒的繁殖和進
攻，那麼個案的臨床表現將會趨近於無症狀感染者、且大幅降低發展成重症的機會。因為
Omega-3 脂肪酸有增強 innate immunity 的功能，因此可能可以間接減緩新冠肺炎對身體的傷
害。
面對新冠肺炎席捲全世界，猶如一場抗疫戰爭，蘇冠賓教授（目前擔任安南醫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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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憂鬱症中心主持人）提醒：「免疫力和人體身、心、靈的健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長期
壓力造成病態性的緊張，會影響對抗病毒的免疫力。」他建議，固定的運動休閒習慣、正常
的作息、充分的睡眠、均衡的營養、良好社交活動、減少過多的訊息減輕心理負擔、設定讓
生活有趣又有益的計畫和目標、刻意練習積極而正確的思考。
蘇冠賓教授針對 Omega-3 脂肪酸在壓力反應以及情緒調解的機轉進一步說明：「身心
介面研究中心 MBI-Lab 團隊之前研究已經發現該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具有預防發炎機制所引
起的憂鬱症的成效」，因此，這篇最新的論文提出，在還沒有針對新冠肺炎開發出有效的疫
苗和治療前，藉由健康的生活型態、平衡的身心康、以及健康的飲食攝取，是提升個人對抗
病毒免疫力的重要策略。未來需要更多研究來探討各種營養物質在精神和身體層面防疫上所
扮演的角色。
另外，中國醫藥大學身心介面研究中心團隊將在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在台中和台南
舉辦第十屆的身心介面國際研討會。這次的主題為「心智迷宮．早期生命經驗對成 年身心
健康的影響」，並邀請國內外學者一起探討目前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的趨勢和各國最新的腦
神經科學研究成果。因為考量全球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所有的國外學者將以網路會議
的方式與與會的觀眾互動，並且今年的會議將採取不收費制度。團隊期待這次會議可以帶來
更多的學術交流和合作，並與大家一起面對疫情所帶來的衝擊。
第十屆的身心介面國際研討會議相關資訊：https://www.tsnpr.org.tw/news_index.php?id=77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0/23 13: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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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醫學診斷的新思維
本校醫學院楊義明教授主編的《臨床推理》第二版新書上市

中

國醫藥大學醫學院楊義明教授主編的《臨床推理》第
二版新書上市，內容比第一版更加豐富完善，並增添

「機率推理」及「藉由病例寫作學習臨床推理」兩個新篇
章，將有助於醫學教育機構強化臨床推理教學的新思維，
進而提升臨床診斷的正確性與醫療品質！
『臨床推理』是醫師看病人時最具關鍵性的能力，也

《臨床推理》第二版新書上市。

是做診斷、斟酌治療必經的過程；旅美醫學教育家楊義明
教授認為，『臨床推理』在培養醫師成為具備良好素質之臨床推理的歷程上，更具有舉足輕
重的重要性，秉持著深耕台灣臨床醫學教育的使命，於 2017 年編撰《臨床推理》專書，提
供醫學教育界有關臨床推理實務及教學上的運用，獲得醫學教育機構的好評，並推展到大陸
醫學院校及臨床教學機構備受推崇和讚賞。
《臨床推理》第二版新書於 2020 年 10 月 29 日由世界知名 Elsevier 公司出版，依循首
版的編輯架構，含基要、實務與教學三篇共十五章，並做大幅度修訂，重新撰寫許多章節內
容，增添兩個新篇章「機率推理」及「藉由病例寫作學習臨床推理」，深入闡明「臨床推
理」的概念及學理，以及清晰解析「臨床推理」的運作和教學。
楊義明教授近 3 年來，曾多次於中國醫藥大學、臺北榮民總醫院、輔仁大學及高雄醫
學大學主持臨床推理醫學教育課程與教師發展研討會，並受邀到廣州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
湘雅醫學院，復旦大學兒童醫院，同濟醫學院及深圳市住院醫師臨床思維能力培養教學培訓
班，主持臨床思維教學課程與工作坊；今年主持數次網上臨床現代臨床推理研討會，並於 9
月 26 日擔任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主辦的第二屆東方兒科醫學教育國際論壇主題講座主講人，
講題為「培養及發揮現代臨床思維的有效教學」。
中國醫藥大學洪明奇校長特別撰序推薦，《臨床推理》首版問世後，楊教授即再投入編寫
改進，精益求精。欣見這一本好書第二版問世，裨益醫學教育界，建構更完善的臨床推理學習
理論與運用，提升病人福祉，邁向更美好的生活，更美好的世界“Better Life, Better World”。
陽明大學醫學院陳震寰院長：這本新書深入淺出的解析闡明現代「臨床思維」，清晰明
確地交織呈現理論與運作。我鄭重推介《臨床推理》第二版新書給臨床老師，醫師，住院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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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醫學生，以及所有的醫學教育界同仁。
輔仁大學醫學葉炳強院長：楊義明教授主編
的《臨床推理》第二版，娓娓道來現代臨床推理
的學理，細細說出臨床推理的運用，步步導引臨
床推理的教學，是現代良醫與良師的至好良伴。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蔡崇豪院長：我們長久
以來就用推理建立診斷，但直到四十多年前認知
心理學有劃時代的發展後，才建立臨床推理的現

洪明奇校長頒獎表揚「臨床醫學教育終身
成就貢獻獎」得獎人楊義明教授。

代學理。最近歐美文獻強調「現代臨床推理」的
至關重要性。很慶幸有楊義明教授主編《臨床推
理》第二版，清晰的解釋臨床推理的學理及臨床運用，帶動提升醫療診斷的正確性，導引有
效的臨床推理教學。
成功大學醫學院沈延盛院長：臨床推理教學著重如何導引學員在臨床情境裡融入現化臨
床推理的思考過程，讓學員洞悉自己的思考內含。但是市面上鮮有這方面的參考資料及導引
書籍。《臨床推理》第二版，提供明確的「現代臨床推理」理論及實作範例，導引讀者有效
的推理教學，相信本書可以為臨床教學做出極大的貢獻。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田英俊院長：智慧型手機和社交網路平台的快速發展，顛覆了 e 世
代年輕醫師的醫病關係及互動溝通模式，然而「病史」永遠是臨床推理的「起點」。檢驗及
影像儀器的快速發展方便了 e 世代年輕醫師，並常取代了身體檢查，但是「理學檢查」依舊
是臨床鑑別診斷的「基石」。相信「臨床推理」第二版，能夠重新喚起年輕醫師著重臨床推
理思考過程，因而落實「詢問病史」及「理學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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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義明教授簡歷
楊義明教授現為美國 Emory 大學兒科榮譽教授，台灣中國醫藥大學兒科
與醫學教育講座教授，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顧問。他於 1972 年畢業於中國
醫藥大學後，在路易斯安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與醫學中心接受兒科住院醫師
與兒童血液癌症研究員的教育與訓練（1974-1980）。隨後在花蓮基督教門諾
會醫院服務（1981-1986）。六年中，建立兒科部與兒童癌症中心及兒癌基金
會，同時建立完整的兒科住院醫師訓練及實習學生與實習醫師的訓練計劃，並
負責主導中國醫藥大學主導學生兒科教學課程（1982-1986）。
他於 1986 年再度赴美，於南阿拉巴馬大學醫學院從事教學與研究，協助
建立兒童癌症中心及獲得美國國家衛生院（NIH）的鐮刀型血液病國家中心，
幾年後升任終生教授，並且擔任科主任與兒癌中心主任。在教學上，多次獲全
院與科部的傑出教學教授。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TMAC) 於 2002 年成立即
邀請楊教授擔任首次訪視評審委員。

旅美醫學教育家楊義明
教授。

楊教授於 2004 年受邀到知名的 Emory 大學擔任兒科教授。到任不久，
開創“住院醫師即老師”的新課程，並擔任課程主任，同時負責學生教學，接著獲選為第一屆兒科年度最
優秀教學獎。他發展出嶄新的“本能性臨床教學”模式，為廣泛使用的有成效臨床教學步驟。
他榮獲多項殊榮包括：南阿拉巴馬大學醫學院最傑出臨床教師獎（2001）；美國國家 Leonard Tow
醫學人道獎（2004）；中國醫藥大學建校 50 週年傑出校友獎（2008）；Emory 大學兒科最優秀教學獎
（2008）；及中國醫藥大學醫學教育終身成就貢獻獎（2019）。
他於 2014 年 11 月在 Emory 大學退休，同時獲頒名譽教授殊榮，並且受邀請加入深具聲譽的 Emory
大學名譽教授學院。他隨即返回母校擔任兒科學與醫學教育講座教授，並且參與台灣醫學教育的行列。他
主編第一本由國人自己撰寫的醫學教育教科書《臨床推理》，由世界知名醫學書籍出版公司 Elsevier 于
2017 年 10 月出版。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0/29 10: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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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實施「口罩實名制」防疫得宜
本校公衛學院與社區藥局合作發表期刊論文榮獲 WHO 收錄

台

灣防疫透過社區藥局執行口罩實名制政策，
成效斐然；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師生

發表期刊論文，評析社區藥局有效地協助貢獻於
COVID-19 的傳染控制，榮獲 WHO 收錄刊登於網
頁上，展現台灣的口罩實名制政策不僅能有效防
疫，且具有國際社會的參考價值。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醫務管理學系主
任王中儀教授與博士班學生林明宏藥師以「台灣

王中儀教授（右）與指導的博士生林明宏
藥師。

社區藥局藥師執行口罩實名制政策」聯名發表的
期刊論文，政策角度分析台灣口罩實名制政策，
透過社區藥局良好的執行，達到口罩有效控管及
均量分配，榮獲 WHO 收錄，刊登於 WHO 網頁
上。
王 中 儀 教 授 表 示， 面 對 此 次 新 冠 病 毒 肺 炎
（COVID-19）全球蔓延，世界各國防疫措施不盡
相同；台灣衛生福利部實施口罩實名制，透過創新
的智慧的資訊系統，達到記錄實際領取口罩者身分
的目的，避免因口罩囤積或過度使用而價格失衡，
進一步將台灣於防疫時期的全民健康照護的公平性

WHO 收錄中國醫藥大學口罩實名制期刊論
文。

及效率性向上提升。
台灣實施口罩實名制的政策有兩項重點，其一為社區藥局的藥師們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發放口罩；其二為使用健保 IC 卡辨認領取者身分，並搭配專有資訊系統，記錄口罩領取數
量，達到口罩均量分配。
目前，台灣藥局有 8,609 家，與健保署簽約者共 6,571 家；健保特約藥局平時提供讓民
眾持醫師開立的處方單獲得所需健保給付藥物的服務。但是疫情時，社區藥局額外地對鄰近
社區民眾提供了便利跟即時的口罩服務，對於穩定口罩供需及降低民眾焦慮情緒，貢獻明

184

研究能量的躍進 第四章

顯。口罩是防疫重要物資，透過社區藥局的藥師
不辭辛勞地落實口罩實名制，台灣方能有獲得國
際上如此高度肯定的防疫成效。此乃口罩實名制
政策規劃後，良好執行的結果。
甫獲得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醫管組博士學
位，也是台中福倫連鎖藥局經營者之一的藥師林
明宏表示，此次疫情，藥局配合口罩實名制政策，
動員藥局半數以上藥師人力，每日約花費半天以

本校藥學系學生志工投入支援臺中市健保
藥局協助口罩分裝配發行列。

上時間提供領取口罩的額外服務。雖然藥師們每
天辛勞地忙碌，卻是一件值得做的對的事情。況
且，立意甚佳的政策規劃需要搭配良好的政策執行，無庸置疑地，社區藥局扮演著口罩實名
制執行者的角色，實際貢獻防疫，也拉進與社區民眾的距離，藥局經營上的可近性與永續性
可能隨之提高。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黃彬芳欣慰的說，學院的博士生跟指導老師一起發表的
期刊論文被 WHO 收錄，這顯示出文章內容的獨特性及重要性，也證明 WHO 肯定台灣防疫
所實施的口罩實名制，除了社區藥局發放防疫口罩外，運用健保 IC 卡為口罩實名制之科技
關鍵。
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江宏哲表示，很榮幸曾擔任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的時候，張博雅署
長委任我開發健保 IC 卡，於是透過多方探究跟溝通協調，終於帶領團隊把健保 IC 卡研發出
來。我很高興看到這次防疫使用健保 IC 卡在口罩實名制以及記錄 30 天國外旅遊史，這是健
保體系智慧的運用，共創更佳的大眾健康。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1/04 13: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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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診斷神經放射學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指南
本校沈戊忠教授榮獲國際知名 Springer Nature
出版集團發行《神經放射診斷學》英文版

中

國醫藥大學醫學系沈戊忠教授獲得國際知名 Springer
Nature 集團邀請編著《神經放射診斷學》英文版問世

了。熱愛醫學教育的沈教授累積 40 年教學經驗，彙整臨床
病例 2000 多次電腦斷層 CT 和磁振造影 MRI 插圖，以及大
量針對常見腦和脊椎疾病的診斷影像判讀經驗和技巧，為
臨床診斷有價值的參考指南，將發行全世界做為醫學教學
使用，有助於提升台灣在神經放射醫學的國際地位。
中國醫藥大學教師發展中心暨附醫教學部師資培育中
心於 11 月 17 日在英才校區立夫教學大樓講堂舉辦【傳承
講座】，邀請沈戊忠教授發表「專業領域教科書撰寫經驗
分享」演講，沈教授並贈書給學校圖書館和附醫教學部收

沈教授新書發表會海報

藏，中文版即將在 11 月出版，校院師生和醫護同仁參與踴
躍，對個人未來寫作撰文獲益匪淺。
王陸海副校長主持講座致詞時，稱許沈戊忠教授歷經兩年的辛苦努力，每天清晨 4 點起
床工作，終於完成一本英文版《神經放射診斷學》教科書，而且是國際知名 Springer-Nature
集團出版，這本書含 CT、MRI 的判讀技巧，是醫學生及年輕醫師重要入門工具書，足為老
師們職涯發展之模範。
40 年來，沈戊忠教授孜孜不倦帶著醫學生學習醫學影像的判讀，很有技巧且耐心地傳
授給醫學生，著有《泌尿系統放射線診斷學》、《磁振造影診斷學》、《電腦斷層攝影診斷
學》及《神經放射診斷學》等專書，至今仍是國內醫學生及住院醫師最實用的影像學教科
書；難能可貴的，沈教授最先響應使用現代資訊科技協助教學，他所建立的「沈伯伯教學網
站」成了各醫學院學生都喜愛的學習資源。
沈戊忠教授在分享編撰書刊經驗時，首先感謝校院同仁幫忙調閱二百多篇文獻和病例，
以及電腦彩色繪圖和影像，豐富這本專業領域教科書的內容和高水準。
沈戊忠教授娓娓述說 Springer-Nature 邀請他寫本英文教科書的始末，2018 年 2 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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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接到 Springer-Nature 在新加坡的分公司來信
邀請撰寫一本英文版影像學教科書，後來又透過
Springer 北京辦公室的聯絡窗口 Joyce 用中文跟我
聯絡。我當時想，Springer 這總部位於德國的著名
出版社怎麼會看上我呢？ Joyce 解釋說：「我們
已注意您很久了，我們有研讀過您在台灣出版的
中文教科書，以及看您的沈伯伯教學網站，覺得
您是可以寫英文教科書的最佳人才。」

沈戊忠教授分享「專業領域教科書撰寫經
驗」心得

「我是有點猶豫，因為一旦開始寫，就是起
碼二年的辛苦時間，而且以英語書寫，對我更是
另一項挑戰。」沈戊忠教授著書經驗是，不要想
寫書賺錢。
經由 Springer-Nature 邀請，沈教授興奮的說，
激發出一股自己可以再青春的活力，讓我又回到
年輕時的拼勁，每天清晨五點起床腦筋最清楚時
寫書，把手邊有價值的資料重新整理，是很辛苦

沈戊忠教授贈書予校院單位收藏

及艱難的一段時間，在 2019 年 6 月一年內完稿，
接續開始英文翻譯，而校稿、修正比想像的繁瑣，此時我的焦慮突然出現，平常沒高血壓的
我，血壓竟然升到 140，看了心臟科醫師吃高血壓藥。我只好寫信給 Springer 要求再延長二
個月交稿，Springer 同意之後，我血壓才回覆正常。
沈戊忠教授快慰的說，這二年多來的寫書，讓我的半退休生活不再迷網，而且找到生活
的重點，我現在仍然每週帶 clerk 看片，而且經營一個新的教學網站開放給全國醫學生及醫
師，以及世界上懂華語的人，我要把 Springer 這本書的內容逐漸放入網站內，並加入病例說
明，期望把我多年來的珍貴經驗傳承給年輕的醫師及醫學生。
沈教授有感而發說，腳踏實地的把工作做好，努力以赴，在不知不覺中，會綻放美麗花
朵。他在 68 歲的年紀，同時出了二本教科書，實在是人生規劃中沒有想過的奇妙事情。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1/19 13: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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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醫針灸教學研究國際接軌
本校林昭庚講座教授團隊編撰《針灸圖譜》英文版出版發行

國

際知名中醫針灸大師、中國醫藥大學林昭庚
講座教授主編《針灸圖譜》英文版出版發

行，此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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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中醫針灸
教學研究國際接軌，提升台灣在針灸研究的國際
地位。
《Atlas of Acupuncturology》英文版以林昭庚
講座教授主編之中文版《新編彩圖針灸學》為藍
本，全書之彩色穴位照片均以真人拍攝圖片，再

林昭庚講座教授（中）李育臣醫師（左）
與陳易宏教授合作出版英文針灸臨床學之
教科書

加以標示穴位，以達到真實穴位標示，避免讀者
混淆穴位位置。
全 書 的 圖 譜 穴 位 參 考 引 用「WHO Standard Acupuncture
Point Locations in the Western Paciﬁc Region（WHO 標 準 針 灸
穴位圖譜）」乙書之針灸腧穴部位及圖譜之英文資料，並加入
林講座教授已修正該書原文的五處針灸腧穴部位（肩中俞、京
門、水泉、中瀆、中封）及圖譜。書中亦加入針灸實證醫學之
近代研究成果，全書融合現代醫學研究及理論，在於提供讀者
貫穿古今的針灸理論與臨床精華，實為國際針灸學習者必備之
工具書。
《針灸圖譜》英文版之執行編輯李育臣醫師，為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院針灸科任主任、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國際針灸

《針灸圖譜》Atlas of Acupuncturology 英 文 版 出 版
發行

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在針灸領域擁有豐富的臨床服務經驗，
並專於針灸隨機臨床試驗研究；此外，中醫學院副院長陳易宏教授協助譯文與校稿，在林昭
庚講座教授主持下，共同完成《Atlas of Acupuncturology》乙書。
林昭庚講座教授之針灸止痛（基礎研究與臨床療效評估）研究成果受 Nature 雜誌出
版集團之肯定與重視，2018 年將其基礎研究成果集結成《Experimental Acupunctu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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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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圖
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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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s of
Acupuncturology》。
中醫針灸臨床療效已被世界衛生組織（WHO）認可，也是台灣中醫藥國際化最成功的
領域；中國醫藥大學是全國首創針灸醫學教育與臨床研究的大學，擁有完整的針灸醫療研究
團隊，在全球化的針灸熱潮中，擁有最佳的學術領導地位；《針灸圖譜》英文版出版發行不
僅可供教學研究使用，並有助於台灣中醫針灸科學化領域推上世界舞台，發光發亮。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1/12 10: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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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治療的新曙光
本校醫學系學生研究發現憂鬱症致病基因，
獲登國際知名期刊《大腦，行為和免疫》

中

國醫藥大學培育研究導向之優秀學生綻放光彩；就讀醫
學系四年級鄭思惟同學在蘇冠賓教授指導之下，在神經

傳導物麩胺酸（Glutamate）受體上，發現發炎導致的憂鬱症
之相關致病基因，有望為憂鬱症的治療帶來新曙光！這項結
果榮登新出刊的國際知名期刊《大腦，行為和免疫》（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
鄭思惟同學發表在國際期刊的研究成果“離子型麩胺酸受
體路徑之基因變異對 C 型肝炎病患罹患甲型干擾素誘發憂鬱症
的 影 響 ”（Genetic Variations of Ionotropic Glutamate Receptor
Pathways on Interferon-α-induce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本校醫學系鄭思惟同學的研
究成果發表在國際知名期刊

Hepatitis C Viral Infection），是全世界第一個在神經傳導物麩
胺酸（Glutamate）受體上的憂鬱症基因研究，引起精神醫學
界廣泛的關注。
台灣身心醫學專家、在安南醫院主持台灣第一個憂鬱症
中心的蘇冠賓醫師說，近幾年來，憂鬱症的「發炎反應假說
（inﬂammation hypothesis）」受到醫學界重視，成為被廣泛接
受的憂鬱症成因之一。該假說強調異常的發炎反應與憂鬱症的
高度相關，而支持該假說的有力證據，就是 C 型肝炎病患接
受甲型干擾素（Interferon-α）治療時，約有 30% 的病患產生
重度憂鬱症的副作用。縱使世界各地皆有類似臨床現象的報
告，且中國醫藥大學身心介面究中心（MBI-Lab）和肝病中心
團隊也多次合作發表相關論文，然而，甲型干擾素對憂鬱症產
生的免疫作用機轉尚未明確，過去的研究強調「單胺氧化酶理
論（monoamine hypothesis）」，但對於神經傳導非常重要的
麩胺酸受體相關的路徑卻沒有任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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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四年級鄭思惟同學在蘇冠賓教授指導之下，研究分析了 291 位接受
甲型干擾素治療 C 型肝炎病患的基因資料後指出，由麩胺酸受體主導促進神經存活與凋亡
的訊號路徑，可能與發炎反應造成的憂鬱症有關。因此，相關基因的多樣性會影響接受甲型
干擾素治療病患是否出現憂鬱副作用的機率。
蘇冠賓教授進一步說明，鄭思惟同學的研究為發
炎造成憂鬱症的機制提供了新的見解與證據。臨床應用
上，國外已經有許多免疫抑制劑、免疫調節劑應用在
憂鬱症的研究，但作用於麩胺酸受體藥物的抗鬱功能卻
是塊未被觸及的新大陸，後續若能針對相關機轉深入研
究，乃至於開發新藥物進行動物與臨床試驗，有望為憂
鬱症的治療帶來新曙光！

蘇冠賓教授（左二）團隊後排左三為
鄭思惟同學

鄭思惟同學畢業於台灣大學心理系，之後對於精神病理及藥理學著迷，於是重考醫學
系，立志成為可以同時處方藥物和心理治療的精神科醫師；鄭同學在台大接受過實證科學的
訓練，對研究充滿熱忱，一進入中國醫藥大學便加入蘇冠賓教授主持的 MBI-Lab 團隊，展
開研究生涯。
蘇冠賓教授除了指導學生進行研究與論文撰寫，同時提供學生在學習上的資源與協助，
更替他們尋求出國參訪與國際學術交流的機會，鄭思惟同學在 2020 年第十屆身心介面國際
研討會中，得到唯一在校大學生獲選壁報說文獎的殊榮！
鄭思惟同學心存感激表示：蘇醫師是出色的醫師科學家，也是位非常提攜後進的良師，
對醫學生教育很有想法也很投入，並提供學生做研究與學術參訪的機會，實驗室研究團隊的
感情非常融洽，大家在老師的指導下學到很多東西，近幾年陸續有好幾位醫學及中醫系的夥
伴加入這個大家庭。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1/14 09: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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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氣喘發生的新方向
本校公共衛生學院與中央研究院團隊合作
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過敏與臨床免疫學雜誌》

空

氣污染可能導致氣
喘發生，中國醫藥

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與中
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
中心團隊合作探究小兒
哮喘中重金屬的綜合暴
露 源 頭 新 發 現， 空 氣 中
PM2.5 所 含 鉛 暴 露 引 起

黃彬芳院長（右五）帶領的公共衛生學院與中
央研究院合作團隊

國際期刊《過敏與臨
床免疫學雜誌》

氣喘發生的關鍵時期可
能在懷孕初期與後期，提供預防氣喘發生的新方向！這項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過
敏與臨床免疫學雜誌》，在氣候變遷影響下，此公衛健康議題備受社會大眾關注。
這項名為“PM2.5 和小兒哮喘合併暴露於重金屬小兒哮喘中重金屬的綜合暴露”研究
成果，由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黃彬芳教授、鍾朝仁助理教授與中央研究院環境
變遷研究中心研究員林傳堯博士團隊合作完成，發表在國際知名期刊《過敏與臨床免疫學
雜誌》（The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The JACI is the #1 most-cited allergy/
immunology journal, with an impact factor of 10.228）。
文章連結：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91674920324246?via%3Dihub

黃彬芳教授說，該研究應用高時空解析度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Chem model
（WRF/Chem）模型，模擬空氣中 PM2.5 所含重金屬：砷、鎘、鉛、汞之濃度值，結合嬰幼
兒母親懷孕期居住地推估每日平均濃度值，克服過去研究受限於研究方法時間解析度不足的
限制，並透過大數據分析 2004 至 2011 年間出生於台中市的 18 萬名嬰兒，研究結果顯示，
空氣中 PM2.5 所含鉛暴露導致氣喘的關鍵時期為懷孕前期 1 至 14 周與懷孕後期 32 至 40
周，與肺部發育胚胎期（embryonic stage）與囊狀期（saccular stage）一致。
黃彬芳教授表示，空氣中存在許多污染物，其中漂浮在空氣中類似灰塵的粒狀物稱之為
懸浮微粒（Particulate Matter），細懸浮微粒（PM2.5）可穿透肺部氣泡，並直接進入血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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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血液循環全身，故對人體及生態所造成之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況且，空氣污染可能導致氣喘發生，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與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
研究中心合作團隊的研究發現，空氣中 PM2.5 所含鉛暴露引起氣喘發生的關鍵時期可能在
懷孕初期與後期，提供預防氣喘發生的新方向。
尤其是，針對汙染源進行管制，以有效降低空氣汙染，預防氣喘發生就顯得格外重要。
該研究團隊建議，政府應在考量經濟成長與環境永續兼顧的前提下，針對工業固定汙染
源之空氣污染物總容許排放總量進行適度下修，同時加速太陽能、風力、地熱等綠色能源之
開發與推動或早日以天然氣替代燃煤機組發電，改善空氣品質，降低敏感族群如孕婦與幼兒
暴露於空氣汙染，特別是 PM2.5 中所含重金屬罹患氣喘之風險，以確保民眾健康。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1/19 10: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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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寧酸對於抑制新冠病毒的治療有高度前瞻性
本校科研團隊發表最新抗冠醫學研究成果
刊登《美國癌症研究雜誌》

新

冠病毒疫情升溫之際；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醫藥大學
校長洪明奇帶領科研團隊發表最新抗冠醫學研究成果，

首次發現單寧酸會雙重抑制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的
主 要 蛋 白 酶 和 跨 膜 絲 胺 酸 蛋 白 酶 2（transmembrane protease
serine 2；TMPRSS2），從雙管齊下的方式抑制病毒活性即進
入宿主細胞的能力，此研究顯示單寧酸對於發展抗 COVID-19
的治療有高度前瞻性。
洪明奇院士帶領中國醫藥大學腫瘤醫學研究中心團隊，
發表名為「單寧酸雙重抑制新型冠狀病毒的主要蛋白酶和細
胞表面之跨膜絲胺酸蛋白酶 2」（Tannic acid suppresses SARSCoV-2 as a dual inhibitor of the viral main protease and the cellular

《美國癌症研究雜誌》期刊
論文

TMPRSS2 protease）抗冠醫學研究成果，獲刊登在世界知名期
刊《美國癌症研究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受到國際學術與醫療機
構的高度關注。
世界癌症權威科學家洪明奇院士表示，新型冠狀病毒的主要蛋白酶在宿主中對於病毒傳
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而在細胞表面之跨膜絲胺酸蛋白酶 2 在過去也被廣泛研究於感染性
疾病的治療。跨膜絲胺酸蛋白酶 2 是一種對雄激素反應的絲氨酸蛋白酶，特別是在前列腺癌
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此是個很引人注意的治療標靶。除了在腫瘤生物學的角色之外，跨
膜絲胺酸蛋白酶 2 在新型冠狀病毒中也是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對此，洪明奇校長帶領的抗冠研究團隊，包括王紹椿教授及陳曄副教授的實驗室，以癌
症標靶治療之精準醫學觀念引導抗冠藥物的研發，不僅提供抗冠預防及治療的新策略，更有
助於維護國人健康的預防與治療。
王紹椿教授及陳曄副教授說明，此項研究主要是針對存在於常見水果及食物中的天然化
合物並探討其對抗冠狀病毒之成效，為此，洪明奇校長帶領研究團隊篩選多項天然化合物，
並發現單寧酸是一種具高潛力的雙重對抗新型冠狀病毒和跨膜絲胺酸蛋白酶 2 的抑制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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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寧酸是一種水溶性的多酚類，常見於草本與木
本植物、蔬菜、高粱、漿果、香蕉、葡萄、柿子、
紅莓、油桃、及紅酒等。多酚類化合物不僅是廣
為人知的抗氧化劑和自由基清除劑，近期也有大
量的研究證實單寧酸可抑制癌細胞的代謝、增生、
侵入、轉移，並具有抗發炎的效果，是一種對抗
癌的預防和治療之化合物。
洪明奇校長表示，本校研究團隊在分子實驗

洪明奇校長（左三）帶領的抗冠科研團隊
表現亮眼

分析中證實單寧酸和此兩種蛋白質形成穩定的複
合物結構，進一步抑制此兩種蛋白酶的活性，功
能性試驗也發現單寧酸會抑制病毒進入細胞。此
研究結果顯示單寧酸對於發展抗 COVID-19 的治
療有高度前瞻性，特別是單寧酸能針對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中關鍵性的兩種不同酵素具有雙重抑制
的效果。
鑑於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仍然嚴峻，

洪明奇校長接受電視台採訪

在全世界造成社會經濟、文化及人類生命的嚴重
損失，凸顯安全及有效的治療已是燃眉之急且不
可或缺；中國醫藥大學科研團隊秉持醫學大學及
醫療機構的專業角色與醫療使命，在發展尖端醫
療研究，尋找有效的治療方法，具體實踐研究型
大學的社會責任。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1/25 09:28:00
洪明奇校長說明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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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參與國際研究團隊
發表全球第一篇新冠肺炎期間各國遠距精神醫療論文
發表國際知名期刊《心理 醫學》

中

國醫藥大學安南醫院蘇冠賓副院長及精神科張俊鴻主任，應日本慶應大學 Kishimoto
教授邀請，參與調查新冠肺炎期間各國遠距精神醫療的現況；這項研究共有 17 個不

同國家投入，是全球第一篇關於全球遠距精神醫療的研究，已經發表在國際知名期刊《心理
醫學》（Psychological Medicine）。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迄今全球確診病例超過 1 億 16 萬人，染疫死亡超過 215 萬
3477 萬人；為了防止疫情的傳播，遠距醫療可以提供居家隔離的個案得到醫師的診察與治
療。
蘇冠賓副院長表示，這篇跨國研究調查使用實施遠程身心照護的問卷，其中包括 2019
年底和 2020 年 5 月的政策因素，諸如法規和申報方式等。調查研究顯示，所有國家都顯示
遠程精神治療在其公共醫療系統中是可以進行的，有七成以上的國家由於大流行而放寬了遠
距醫療法規，在某些地區更放寬了處方藥給予的限制，但是接受六成的國家仍然對遠程開立
處方藥物有所限制。在九成的國家中，COVID-19 流行期間進行遠程精神診療，和親自診治
所獲得給付相同（或更高）。
此外，接受調查的大多數國家 / 地區都在改變以前限制遠程醫療傳播的遠程醫療法規。
這些研究發現將可以協助未來的政策法規制定，並促進遠程精神醫學在全球更大範圍的應用
與實踐。
蘇冠賓副院長表示，
台灣在疫情之前已經有通
訊診察治療辦法，規定在
特定山地離島偏僻地區在
特殊情況之下，可以透過
遠距通訊治療的方式，而
這些執行的單位限定需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在疫情
之後，為照護居家檢疫或

張俊鴻主任（左一）、蘇冠賓副院長（左四）
於安南醫院憂鬱症中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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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民眾，衛福部於 2 月 10 日和 19 日發出函釋，放寬通訊診療規定，讓民眾可透過衛生局
轉介，與指定通訊診療機構，透過視訊來看病。
中國醫藥大學精神醫療團隊致力 COVID-19 相關研究不遺餘力。除了已經發表多篇疫
情相關的論文，目前更積極投入另一項跨國計畫「疫期健康與功能整體狀況研究」（The
Collaborative Outcomes study on Health and Functioning during Infection Times），這是全世界
規模最大的疫期身心健康研究，盼能為台灣在世界級的學術領域發聲。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1/29 13: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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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免疫治療之新靶點
校長洪明奇院士領導的國際合作團隊研究成果
刊登國際知名期刊《自然－通訊》

台

灣癌症免疫治療研究又有重大進展！中國
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領導的國際合作

團隊研究發現，“Galectin-9 與 PD-1 相互作用以
調控免疫 T 細胞（簡稱 T 細胞）死亡可作為癌症
免疫治療之靶點”，也就是活化人體免疫系統主
力 T 細胞殺死癌細胞之能力，為癌症免疫機制提
供了嶄新視角，獲刊登在國際知名期刊《自然－
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

洪明奇校長發表癌症免疫治療研究成果

這項研究為癌症免疫療法提供了新靶點和
新 思 路， 美 國 科 學 論 壇《Nature Research Cancer
Community》進一步邀請洪明奇院士科研團隊撰
稿，於網站上分享此論文背後的研究動機、發想
與經驗，以便讓全世界的科學家都能更深刻的了
解此研究之內涵，顯見國際醫學界重視的程度不
言可喻。
世界級癌症基因科學家洪明奇校長於 2 月 4

洪明奇校長向媒體記者說明研究成果

日上午偕同本校副校長王陸海院士、癌症生物研
究中心主任王紹椿教授、抗冠小組長陳曄副教授等組成的抗冠抗癌醫學團隊發表科研成果；
洪校長說明，免疫治療與傳統之化療、放療及分子標靶治療不同，它並不直接殺傷腫瘤本
身，主要是通過克服患者體內的免疫抑制以重新啟動患者自身的免疫細胞 ( 如 T 細胞 ) 來殺
傷腫瘤，是一種全新的抗腫瘤治療理念。
此觀念類似於華人第一部醫典“黃帝內經”所提到的「正氣存內、邪不可干」裡的“扶
正”，即提升自身免疫力，也就是活化人體免疫系統主力 T 細胞殺死癌細胞之能力！
一般而言，當 T 細胞被活化時可以殺死癌細胞，但過度活化卻反而造成自體免疫疾
病（autoimmune diseases）。 為 了 避 免 過 度 活 化，T 細 胞 會 表 達 抑 制 性 受 體（ 如 PD-1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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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3），這些抑制性受體將透過與他們的 Ligand
（配體）結合，在無需強烈免疫反應時以抑制 T
細胞的免疫活性。相對的，癌細胞為了生存，在
與 人 體 T 細 胞 對 抗 時， 亦 表 達 對 應 的 配 體（ 如
PD-L1） 去 與 T 細 胞 PD-1 作 用， 進 而 抑 制 T 細
胞毒殺癌細胞的能力，達成癌細胞生長的目的。
此 外， 癌 細 胞 也 可 釋 放 TIM3 之 配 體 Gal-9， 藉

洪明奇校長介紹癌症免疫療法的新靶點

與 T 細胞上 TIM3 結合以誘導 T 細胞死亡，藉之
躲過免疫系統的攻擊。所以，T 細胞上的 PD-1 及
TIM3 都具抑制 T 細胞活性的功能，而阻斷 PD-1
及 TIM3 受體對 T 細胞的抑制能力，都已經是藥
廠發展抗癌物的主要方向。
洪 明 奇 校 長 領 導 國 際 合 作 團 隊， 在 國 際 期
刊《自然－通訊》發現的研究成果，進一步發現
PD-1 居然可以透過與 Gal-9 結合，進而造成拮抗

洪明奇校長偕副校長王陸海院士及抗冠抗
癌醫學團隊王紹椿教授、陳曄副教授合影。

因 Gal-9 與 TIM3 結合所誘發的 T 細胞死亡；也就
是說 PD-1/Gal-9/ TIM3 的「三方結盟」，竟使得
T 細胞得以存活；但是這種 T 細胞雖然存活，卻
已失去了殺癌能力，反而會干擾正常的抗癌效果。
研究團隊為了恢復此類“失能”T 細胞的殺
癌活性，使用了活化性抗體去刺激 T 細胞的“共
同活化受體”GITR，使此種 T 細胞回復殺癌能
力；這一種結合活化性 GITR 抗體及抑制性 Gal-9
抗體的聯合療法，極大地增加具有腫瘤細胞殺傷
活性的 T 細胞的數量，並顯著抑制腫瘤生長。

洪明奇校長帶領的癌症免疫研究團隊左起：
張為超老師、周政緯同學、王俞涵同學、
許榮茂老師。

洪明奇校長表示，先前雖已知在免疫系統的
活化過程中將伴隨著大量干擾素的產生，但其對 Gal-9 在腫瘤免疫微環境中的表現和分泌的
調控並不清楚；本研究進一步發現，β 干擾素和 γ 干擾素的聯合作用能顯著增加 Gal-9 的
表現和分泌。這表示，在免疫治療過程中所促進 Gal-9 的表現和分泌，可能成為對免疫治療
產生抗藥性 (adaptive resistance) 的原因之一。因此，研究指阻斷 Gal-9 並合併其他免疫療法
之使用將有望克服這種抗藥性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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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研究揭示，免疫檢查點蛋白 PD-1 在調控 T 細胞死亡方面的全新的生物功能，闡明
在腫瘤微環境中 Gal-9 之表現和分泌的調控機制，明確了 Gal-9 作為新的免疫治療靶點與其
他免疫療法聯合使用的抗腫瘤療效，為未來的癌症免疫療法展示了新的方向與前景。
「我們要讓癌症變成歷史；」洪明奇校長滿懷信心表示，臺灣十大死因，癌症都是居
首，從美國的統計數據來看，在過去 40 年，癌症 5 年相對存活率，從 50% 的存活率提高
70%，而現代醫療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以現今癌症研究的發展，未來要再提高 20% 存活率，
應該不再需要花 40 年的時間，就能實現人類遠離癌症的夢想。
洪明奇院士帶領的國際級合作團隊，有台灣中國醫藥大學張為超老師與許榮茂老師、美
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楊日耀老師及天津醫科大學孫琳琳老師等共同完成；值得一提的
是，中國醫大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生王俞涵與周政緯同學，參加中國醫大國際人才培育計畫
到美國安德森癌症中心學習，實質參與了研究並作出了貢獻。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2/04 14: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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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癌王」不再肆虐！
中研院偕本校研究團隊合成胜肽分子、
有效抑制胰臟癌細胞轉移，發表國際期刊《科學轉譯醫學》

控

制癌細胞可以延長壽命！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
醫藥大學前校長的李文華博士，帶領中研院基因

體研究中心與中醫大新藥開發中心之跨機構研究團隊，
破解胰臟癌細胞的訊息傳遞機制，並合成多胜肽分子，
可以阻斷致癌訊號傳遞，抑制癌細胞的生長與轉移。
實驗顯示能有效延長胰臟癌小鼠的壽命，而且不會影
響正常的免疫反應。研究成果近期已發表於國際期刊

李文華院士帶領的胰臟癌科研團隊

《科學轉譯醫學》（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胰臟癌確診時，通常約有 80% 患者的腫瘤細胞已發生轉移，增加治療難度，導致胰臟
癌存活率低，是攸關全人類健康的重大議題；李文華院士帶領的胰臟癌研究團隊於 2015 年
時發現，胰臟癌腫瘤細胞的細胞膜上會出現大量受體 「IL-17RB」，與配體相互結合後，便
會啟動一連串反應，刺激細胞增生或轉移。團隊據此研發抗體藥物，藉由減少 IL-17RB 與配
體「IL17B」結合機會，降低癌細胞轉移機率。
中央研究院 4 日上午舉行研究成果發表會上，李文華院士在美國以錄影方式向國人致
意，期待此次新冠病毒世紀大瘟疫，在大家的努力下能儘早平息，讓人類能夠像台灣人一樣
安靜的生活。
李文華院士表示，胰臟癌的致死率，以五年內達到 90%，讓人聞之喪膽，我們跨機構的
胰臟癌研究團隊，十多年來致力於胰臟癌的研究，包括如何做早期診斷，如何預防以及如何
達到最好的治療效果；他感謝科技部卓越團隊、教育部頂尖研究中心及翁啟惠前院長登峰計
畫的經費支持，讓研究團隊在胰臟癌的基礎及臨床研究上屢創突破，進而控制這個癌王不再
肆虐，然後延長壽命。
鑽研胰臟癌多年的團隊成員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胡春美助理研究員表示，當時已確認
受體 IL-17RB 是刺激胰臟癌細胞轉移的重要因素，但仍不清楚分子內部的訊息傳遞機制。團
隊參考肺癌「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抑制劑的研發歷程後，認為此項胰臟癌研究值
得持續推進，進一步優化胰臟癌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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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頂尖胰臟癌科研團隊

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胡春美助
理研究員說明胰臟癌研究成果

本校吳恒祥助理教授解析胰臟癌擴散
及惡化的訊息傳導的機制

後續研究發現，IL-17RB 不僅出現在癌細胞上，也會出現在正常免疫輔助型 T 細胞
（Th2）上，而且免疫細胞若缺乏 IL-17RB，反而影響免疫訊息傳遞，導致人體容易受微生
物感染。證據顯示，最佳治療方法是了解癌細胞與免疫細胞上的 IL-17RB 有何不同，再發展
標靶藥物。如此一來，可在不影響患者免疫能力的前提下，同時防範癌細胞擴散。
經過多年反覆驗證，研究團隊成功破解 IL-17RB 的致癌機制，並合成出一種多胜肽分
子，可有效解決上述難題。論文第一作者、中國醫藥大學吳恒祥助理教授解析胰臟癌擴散
及惡化的訊息傳導的機制，不同於免疫細胞，在胰臟癌細胞表面大量出現的 IL-17RB，容易
與另一個 IL-17RB 結合，形成同質雙聚體。當同質雙聚體遇到配體 IL-17B 後，就會召喚激
酶「MLK4」，催化蛋白質磷酸化，有如按下開關般，啟動後續一連串致癌訊號。研究團隊
設計出的多胜肽分子是一組胺基酸序列，可在細胞內特定位置取代激酶 MLK4，與受體 IL17RB 結合，阻止激酶與受體交互作用，藉此阻斷癌化訊號傳遞。
胰臟癌研究團隊表示，此多胜肽分子可以在胰臟癌細胞內找到正確「鑰匙孔」並事先
「卡位」，防止激酶 MLK4 前來「解鎖」啟動反應開關；相較於先前研發的抗體藥物，治
療上更為精準，不影響患者免疫力。實驗結果顯示，罹患胰臟癌的小鼠若施打此種胜肽分
子，癌細胞轉移至肝臟與肺臟的機率大幅下降，壽命也因此延長。未來團隊期望能繼續深化
研究，研發出效果更穩定的小分子藥物，協助胰臟癌患者進行標靶治療。
此次發表的研究論文：Characterization of Initial Key Steps of IL-17 Receptor B Oncogenic
Signaling for Targeted Therapy of Pancreatic Cancer。研究團隊成員包括中央研究院李文華院
士、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胡春美助研究員和沈家寧副研究員、中國醫藥大學吳恒祥助
理教授、臺大醫院田郁文醫師、張毓廷醫師、章明珠醫師和鄭永銘醫師。

▍《科學轉譯醫學》期刊論文全文：
https://stm.sciencemag.org/content/13/583/eabc2823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3/04 13: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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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空污預防過敏性鼻炎
本校公共衛生學院團隊研究成果
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胸腔醫學期刊》

空

污與過敏性鼻炎等呼吸道疾病息息相關；中國醫藥大
學公共衛生學院研究團隊進一步發現，若嬰兒在母親

懷孕後期到出生後一年暴露於過高的 PM2.5 空汙環境中，
就有可能產生過敏性鼻炎的疾病。這項公衛研究成果發表
於國際知名期刊《胸腔醫學期刊》，在台灣環境變遷影響
下，此一健康議題備受社會大眾關注。
這項名為“PM2.5 在妊娠及嬰兒時期的暴露對小兒過
敏性鼻炎的影響”研究成果，由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

黃彬芳院長（前右二）帶領導的
公共衛生研究團隊

院院長黃彬芳教授、鍾朝仁助理教授與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耳鼻喉部林于婷醫師及牙科部口腔顎面外科施皓
醫師團隊合作完成，發表在新出刊的國際知名期刊《胸腔
醫 學 期 刊 》（THORAX; The THORAX is the #5 most-cited
respiratory system journal, with an impact factor of 10.844）。
黃彬芳教授表示，此項研究應用高解析度的衛星混合
模型，結合嬰幼兒及母親懷孕期居住地推估每日 PM2.5 暴
露的平均濃度值，並透過大數據分析 2005 至 2011 年間出
生於台中市的 14 萬名嬰兒，研究結果顯示，在懷孕第 30
周到出生後第 52 週，過敏性鼻炎的發生與暴露於 PM2.5 的
濃度上升呈顯著正相關。

國際知名期刊《胸腔醫學期刊》

黃彬芳教授說，空氣中存在許多污染物，其中漂浮
在空氣中類似灰塵的粒狀物稱之為懸浮微粒（Particulate
Matter），目前已有多篇國際期刊證實細懸浮微粒（PM2.5）會對人體的呼吸道造成危害。
林于婷醫師臨床經驗指出，可能在 PM2.5 的環境暴露下，母嬰體內的抗氧化、免疫調
節、內分泌系統等出現難以平衡的情形，而影響鼻黏膜的生長成熟期，進一步激發了過敏性
鼻炎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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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過敏性鼻炎是鼻腔內黏膜的發炎反應，患者常會有鼻塞、鼻子癢、流鼻水、
打噴嚏等等的症狀，雖然不是致死性的疾病，但會造成生活品質降低的情形，症狀嚴重者甚
至會影響睡眠品質、在校學業的表現及職場上的競爭力。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合作團隊研究地域主要是在空汙較嚴重的亞洲地區，以大規
模連續性的數據來呈現，其結果指出細懸浮微粒（PM2.5）可能也是導致小兒過敏性鼻炎的
一個成因，影響的關鍵時期可能從懷孕末期到出生後一年間，該團隊希望藉由此發現可以降
低過敏性鼻炎形成的機會，建議孕婦及兒童當戶外 PM2.5 濃度高於世界衛生組織（WHO）
所訂之標準：即 24 小時平均濃度 25μg/m3 時，應盡量減少從事戶外活動，以期降低敏感族
群如孕婦與兒童暴露於空氣汙染中，特別是 PM2.5，為以確保民眾的健康，進而減輕醫療及
社會經濟負擔。
《胸腔醫學期刊》文章連結：https://thorax.bmj.com/content/early/2021/01/26/thoraxjnl-2020-215025
BMJ News: https://www.bmj.com/company/newsroom/exposure-to-particulate-matter-before-and-after-birth-linkedto-heightened-allergic-rhinitis-risk/?utm_source=miragenews&utm_medium=miragenews&utm_campaign=news
國外媒體報導：https://bmj.altmetric.com/details/102133827/news
BBC Focus Science Technology: https://www.sciencefocus.com/news/hay-fever-linked-to-exposure-to-pollutionbefore-and-after-birth/
Mirage News: https://www.miragenews.com/exposure-to-particulate-matter-before-and-after-527617/
Medical X Press: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1-03-exposure-particulate-birth-linked-heightened.html
Doctors Lounge: https://www.doctorslounge.com/index.php/news/pb/101392
Drugs.com: https://www.drugs.com/news/prenatal-postnatal-exposure-pm2-5-linked-pediatric-allergicrhinitis-96558.html
Medscape: https://www.medscape.com/viewarticle/947720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3/23 17: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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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憂鬱症之相關基因變異
本校研究生團隊發表卓越研究成果
榮登國際知名期刊《個人化醫療期刊》

中

國醫藥大學身心介面研究中心研究生團隊在精神醫學
研究領域再次發表卓越研究成果；就讀醫學系的鄭思

惟同學、李景行同學與中醫系博士生陳子力同學組成的醫
學生團隊，在蘇冠賓教授指導之下，於人體氨基酸色氨酸
（tryptophan）的代謝路徑中，發現可預測發炎導致的憂鬱症
之相關基因變異！此項發現有助於精神醫學界對憂鬱症成因
的理解，更為憂鬱症的基因篩檢與新療法帶來曙光！這項卓
越研究成果榮登新出刊的國際知名期刊《個人化醫療期刊》
（Journal of Personalized Medicine）。
MBI-Lab 醫學生研究團隊在蘇冠賓教授指導之下，研究
291 位接受甲型干擾素治療 C 型肝炎病患的基因資料，並選擇

國際知名期刊《個人化醫療
期刊》

了 15 個色氨酸代謝路徑相關的基因進行分析，發現其中 2 個
基因上的 3 個單一核苷酸多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對憂鬱症有預測價
值，暗示著此發炎疾病與色胺酸代謝路徑的關聯。縱使先前已有學者懷疑此路徑與憂鬱症有
關，卻苦無基因資料佐證。該團隊提供了第一個證明兩者關聯的基因研究，更讓未來憂鬱症
易感性（susceptibility）的基因篩檢出現一絲曙光！
與許多人的直覺不同，憂鬱症不只是比較悲觀、或是遭受打擊後心情不好而已，它
是大腦的疾病、更是系統性的生理疾病！近年來，憂鬱症最廣為接受的「發炎反應假說」
（inﬂammation hypothesis），就強調異常的發炎反應與憂鬱症的關聯。而支持該假說的有力
證據，竟是意外來自 C 型肝炎的治療！甲型干擾素（Interferon-α）可以引發人體對抗病毒，
是傳統 C 型肝炎治療的首選藥物，但令人意外的是，這些接受甲型干擾素治療的病患中，約
三分之一出現重度憂鬱的副作用。該現象廣泛出現於全世界的臨床報告，且中國醫藥大學的
團隊也對此現象發表過多篇代表性論文。縱使該現象為憂鬱症的發炎假說提供有力的證據，
其相關致病機轉仍然不明。
MBI-Lab 主持人蘇冠賓教授是台灣身心醫學專家，目前擔任安南醫院副院長並主持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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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憂鬱症中心。MBI-Lab 的成員不僅有專職研究人員，
也有不同領域如精神科及中醫師，更特別的是重視培養骨
子潛藏著科學家精神的醫學生！發表研究論文的鄭思惟、
李景行與陳子力同學即為該醫學生團隊的成員。其中，鄭
思惟畢業於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接續攻讀中國醫藥大學醫
學系；李景行畢業於台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研究所，
於臨床試驗業界工作後，再行攻讀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陳子力則是在中國醫藥大學攻讀中醫系的同時，加入該校

MBI-Lab 醫學生研究團隊由右到
左分別為李景行同學、鄭思惟同
學、陳子力同學。

醫學博士學位的學程。受過基礎研究訓練的三人，在蘇醫師的指導之下如虎添翼，在本計畫
中展現出絕佳的團隊合作精神：由李景行文獻回顧近百篇期刊論文後提出假說進行初步分
析、鄭思惟接手執行科技部大專生研究並撰寫論文、陳子力於過程中提供協助並延伸出新的
計畫。
鄭思惟同學表示，「醫學系繁重的課業減少了我們投入研究的時間，卻也逼著我們去珍
惜時間的寶貴。研究工作耗時費力，面對未知常常需要摸索，所以要有不怕犯錯的勇氣。跟
著蘇老師學習給我很大的信心，有幾次走往錯誤方向之前，老師好像都能事先預測。我很慶
幸自己能在這個國際級的團隊中學習，大大提升了我的視野和鬥志，而團隊的合作文化，更
大大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才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快速進步、發表了兩篇相當不錯的論文！」
醫學生如何能夠在非常繁忙的課業中，執行複雜研究計畫，發表一流的國際論文！對
此，蘇冠賓醫師表示：「醫學生的潛力無限，只要能夠了解他們的興趣，激發他們的熱情，
學生常常能夠爆發出無限的創意跟卓越的能力，更能讓老師教學相長，甚至超越老師的指
導。」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4/06 10: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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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之暴露對 COVID-19 大流行具有重大影響
本校公共衛生學院何文照教授學術團隊研究成果
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環境研究》

新

冠肺炎（COVID-19）疫情警戒升級，「防疫」必須做
好自我保護至關重要；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何

文照教授、新藥開發研究所洪士杰教授研究團隊調查發現，
空氣污染之暴露對 COVID-19 大流行具有重大影響，尤其避
免暴露於二氧化氮（NO2）污染源，這項研究成果發表於國
際知名期刊《環境研究》，值得政府行政部門重視節能減
碳，也提醒民眾提高警惕！
何文照教授、洪士杰教授公衛研究團隊發表名為『空氣
污染之短期和長期暴露對 COVID-19 風險和致死率之影響：
意大利北部地區第一波傳染流行之分析』（Effects of short-

本校公共衛生學者何文照教授

and long-term exposure to atmospheric pollution on COVID-19
risk and fatality: analysis of the ﬁrst epidemic wave in Northern
Italy）研究論文，刊登在新出刊的國際知名期刊《環境研究》（environmental research），
值此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之際，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
何文照教授表示，義大利是歐洲第一個 COVID-19 大流行的國家，後續的歐洲與美國延
續此大流行，疫情甚至遠高於初發地（中國大陸），世界衛生組織當時宣告義大利有最高的
COVID-19 嚴重致死率，相關空氣汙染環境的影響亟待探討，以便進行預防。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新藥開發研究所主任洪士杰教授日前發表的動物實驗數據及臨床研
究探討中發現，二氧化硫對血管收縮素轉化酶 2（ACE2）有刺激作用，ACE2 為 COVID-19
入侵人體通道，研究團隊於是結合動物數據、臨床研究與國際大數據的流行病學做進一步研
究，目的在於評估短期和長期暴露於空氣污染是否會對 COVID-19 傳染的發生率和死亡率有
所影響。
何文照教授公衛研究團隊以意大利北部兩個重要地區的第一波 COVID-19 傳染流行為
例，收集倫巴第（Lombardy）和威尼托（Veneto）地區的空氣污染監測數據，包括二氧化
氮（NO2）、臭氧（O3）、二氧化硫（SO2）、細懸浮微粒（PM2.5）和懸浮微粒（P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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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知名期刊《環境研究》

何文照教授（中）與碩博士生合影

五種空氣汙染物和相關氣候條件（2013 年 1 月至 2020 年 5 月），結合了同一期間之內意大
利衛生部所通報的 COVID-19 的每日病例數和死亡人數，透過廣義估計方程式（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進行環境流行病學評估分析。
何文照教授研究團隊發現，在調控氣候影響和封城（lockdown）的實施之後，短期暴露
於 PM2.5 和 PM10，相較於其長期暴露，較具有增加 COVID-19 感染發生率和致死率的影響。
對於其他空氣污染物，SO2 和 NO2 長期暴露對 COVID-19 的影響較其短期暴露更為重要，其
中無論短期和長期暴露於 SO2 都會增加對 COVID-19 感染發生率和致死率的風險。我們的研
究結果表明，空氣污染之暴露對於 COVID-19 大流行具有重大影響。
何文照教授公衛研究團隊包括醫學院新藥開發研究所主任洪士杰教授及博士後研究員何
紀璋三人，他們期待開展更進一步的研究進行深入探討，以提供相關資訊於政府行政部門作
為控制 COVID-19 傳染流行的考量依據。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5/14 16: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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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品皮膚美白成分新發現
本校中草藥研究中心團隊發表研究成果
刊登於國際知名期刊《氧化還原生物學》

喜

愛保養皮膚美白人士的福音！中國醫藥大學中草藥研
究中心團隊有新發現，白藜蘆醇的天然衍生物紫檀芪

（Pterostilbene）， 會 誘 導 黑 色 素 細 胞 自 噬 作 用 去 降 解 黑 色
素 小 體， 抑 制 黑 色 素 生 成， 進 而 產 生 美 白 功 效； 這 項 研 究
成果發表於新出刊的國際知名期刊《氧化還原生物學 Redox
Biology》。
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王陸海院士帶領的中草藥研究中
心為國內第一個集結相關領域頂尖的學者組成研究團隊，
此 次 發 表 名 為『 紫 檀 芪 美 白 功 效 : 透 過 誘 導 黑 色 素 細 胞 自
噬 作 用 以 及 活 化 細 胞 內 抗 氧 化 Nrf2 基 因 的 途 徑 』（The in
vitro and in vivo depigmenting activity of pterostilbene through

國際期刊《氧化還原生物學，
Redox Biology》

induction of autophagy in melanocytes and inhibition of UVAirradiated α-MSH in keratinocytes via Nrf2-mediated antioxidant
pathways）研究論文，証實此安全且有效的中草藥可應用於皮
膚美白化妝品，相信會受到東方女性的喜愛。
該研究團隊成員有：藥用化妝品系許游章教授、營養系
楊新玲教授及中醫學院顏宏融教授、博士後研究員 Yugandhar
Vudhya Gowrisankar、碩士生王立維、陳宣造及大學生張晏禎
等人，期待開展更多中草藥在化妝品的應用，深入探討其作用
機制，使其具有產品應用價值創造商機。計劃主持人許游章教
授表示，紫檀芪（Pterostilbene）是白藜蘆醇的天然衍生物，
具親脂性能夠增加口服吸收，是非常幞的天然抗氧化劑，能有
效降低紫外線造成的曬黑及抑制黑色素合成，具有潛力成為化

許游章教授、楊新玲教授發
表具皮膚美白成分的研究成
果。

妝品美白產品。
一般來說，紫外線會深入皮膚加速自由基與黑色素合成，紫外線照射皮膚黑色素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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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刺激酪胺酸酶形成黑色素，這是傳統曬黑的理論機制；
細胞自噬作用（Autophagy）是細胞將老化異常與功能喪
失的胞器或物質，進行自體吞噬將其分解。黑色素小體
（melanosome）存在於黑色素細胞，負責黑色素的合成與
儲存。研究團隊發現，紫檀芪會誘導黑色素細胞自噬作用
去降解黑色素小體，抑制黑色素生成，因而產生美白功效。
楊新玲教授表示，近年來，化妝品研發訴求採用中草
藥與天然營養成分透過穿皮吸收，皮膚直接塗抹可達到局
部吸收營養及抗氧化美白的功效，然而，大部份的中草藥
與天然營養成分卻是不易穿透角質層及通過皮膚細胞膜。
研究團隊發現，紫檀芪能活化細胞內抗氧化（Nrf2）基因

許游章教授與楊新玲教授帶學生
教學參訪

及抗氧化酵素，能讓皮膚細胞自己製造抗氧化物質，達到
抗氧化的功效；換言之，紫檀芪能有效降低紫外線 UVA 造
成的曬黑及抑制黑色素合成，具有潛力成為化妝品美白產品。
化妝品產業被全世界認為是最具有前瞻性的工業，我國列為未來重點發展工業，台灣
美妝市場商機年產值超過上千億元，顯見化妝品原料開發，對於美妝產業的競爭潛力不容小
覷。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5/25 11: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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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抗新冠科研團隊
聚焦抑制英國和南非變種病毒株發表研究成果

台

灣疫情嚴峻之際傳來令人振奮的好消息！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抗新冠科
研究團隊，透過科技部「COVID-19 之標靶藥物開發」計畫經費支援以及中研院提供

病毒模型協助下，運用新組建之分子細胞快篩平台，在中華藥典與天然物中，開發對抗英國
和南非變種病毒的抑制劑。
洪明奇院士帶領的中國醫藥大學抗新冠科研團隊，因應國內新冠病毒侵襲和英國變種及
南非變種病毒的迅速傳染，兵分兩路在中華藥典與自水果萃取出的天然物中，分別找到貝母
素與安石榴苷和聚合前花青素具有抑制變種新冠病毒的功能，證實這些台灣本土的天然物，
具可阻斷英國變種以及南非變種病毒入侵的潛力。
在國內新冠病毒肆虐的關鍵時刻，中國醫藥大學抗新冠科研團隊聚焦「貝母素抑制以及
預防新冠病毒感染」及「安石榴苷和聚合前花青素抑制變種新冠病毒感染」發表具前瞻性的
研究成果，儘快與國人分享，希望防疫艱困的關鍵時刻，對國人有所助益。
1. 新冠肺炎變種病毒株，包含英國變種及南非變種，在實驗室嚴謹的檢測下，證明其感
染力比野生型的病毒高出了 3-4 倍。
2. 從中華藥典中，研究團隊發現貝母素可以抑制新冠病毒感染。
3. 在天然物中（台灣水果），也發現了安石榴苷和聚合前花青素具抑制變種新冠病毒感
染之效果。
當前雖然國際上已經有數款新冠疫苗批准在臨床使用，可是對於層出不窮的突變種，例
如來自英國的 N501Y 和來自南非的 E484K 突變，效果仍有不足之處，加上有其他生物機制
也可能削弱這些疫苗的功效。 鑑於新冠病毒主要是透過病毒棘蛋白（spike）與細胞接受器
（ACE2）的結合再加上其他蛋白，例如跨膜絲氨酸蛋白酶 2（TMPRSS2）來幫助病毒入侵

川貝的藥材

安石榴的藥用是石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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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奇院士帶領的中國醫大抗新冠科
研團隊。

郭昭麟主任現場解說各種中藥
材的功效。

洪明奇校長接受電視記者採訪。

細胞，因此，洪明奇院士帶領的抗新冠科研團隊採滾動式調整研究方向，積極開發安全有效
的小分子藥物，以期直接阻斷這些重要的病毒感染機制。
世界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洪明奇院士表示，中醫大抗新冠研究團隊結合生化與細胞生物
的尖端技術，以小分子藥物標靶治療阻斷配體（Ligand）與受體（receptor）結合的抗癌觀念
來應用到抗冠藥物的研發，此項研究篩選了多項純天然化合物，發現貝母素、安石榴 X 以
及聚合前花青素等天然物對抑制變種新冠病毒具有高潛力。
中醫大抗新冠團隊的研究結果表明，貝母素、聚合前花青素以及安石榴苷會抑制野生
型、英國以及南非變種 SARS-CoV-2 病毒的細胞感染，尤其是針對國內目前嚴重的英國變
種，因此未來開發其對 COVID-19 的治療以及防治具有高度的潛能。貝母素常見存在於川貝
母、平貝母和浙貝母等百合科植物，而此類植物的鱗莖都是常用的中藥材，具有清熱潤肺，
化痰止咳等功效。
中醫大團隊之前曾發表研究在水果及食物中常見的天然化合物「單寧酸」具對抗新型冠
狀病毒和跨膜絲氨酸蛋白酶 2 雙重抑制效果，如今再接再厲發現同為單寧酸家族的聚合前花
青素以及安石榴苷對於野生型或突變型的新冠病毒都有明顯的抑制效果。聚合前花青素是葡
萄中的主要天然物成分之一，安石榴苷則富含於石榴之中。
洪明奇院士帶領團隊參與本計畫成員包括：王紹椿教授、王韋然助理教授、陳曄副教
授、蘇文琪助理教授、中國附醫張為超研究員及陳筱凡博士後研究員。
洪明奇校長並代表中醫大抗新冠科研團隊，感謝科技部「COVID-19 之標靶藥物開發」
計畫之經費支援、中央研究院的 RNAi 核心設施（RNA 技術平台與基因操控核心設施）協
助提供合成英國變種病毒模型，以及中醫大醫療體系的支持與各科系團隊人員的合作無間，
在短短一年就建立中醫大的抗新冠研究平台，並在最短時間內，找到英國變種病毒株的抑制
劑。洪校長認為，對於研究型的大學來說，這是我們的社會責任，也再次展現台灣抗疫的國
家隊精神！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5/27 11: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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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停課不停學
本校推出 10 個「流行與新興傳染病健康促進教案」，
提供國小教師 COVID-19 防疫線上教案

全

台進入三級防疫警戒，中國醫藥大學創意
發想實驗室攜手臺中教育大學開發完成 10

個「流行與新興傳染病之健康促進教案」，提供
國小教學現場對流行與新興傳染病議題的教案需
求，讓教師能教導學童全民防疫所需的認知、情
意、技能，並落實於每日生活中的防疫健康行為，
台中市教育局健體領域的國教輔導團將宣導教師
社群推廣使用。
中國醫藥大學主任秘書陳悅生教授快慰的

中醫大 CMU I-Lab 主持人袁明豪助理教授
主持國小線上教材聯合作品集審查。

說，學生團隊與 I-Lab 開發線上教材能立即回應
「停課不停學」的防疫措施，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是本校推動創意創新創生創業教育的里程碑。
因 應 新 冠 肺 炎（COVID-19） 疫 情 及 國 小 防
疫期間的學習需求，中國醫藥大學創意發想實驗
室（CMU I-Lab）在校內招募健康照護學院、公
共衛生學院、醫學院等 8 個學生團隊、40 多位學
生，攜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體育學系及台
中市豐洲國小共同輔導，並與台中市新興國小及

職安系學生團隊與台中市西屯區大鵬國小
教師，進行協同教學共同備課。

大鵬國小進行協同教學，共同創作完成 10 個教
案，教材內容符合 108 課綱素養教育精神與新興傳染病創意教案。
中國醫藥大學創意發想實驗室（CMU I-Lab）主持人袁明豪助理教授表示，這項新開發
的國小線上教材「流行與新興傳染病之健康促進教案聯合作品集」，共包含三大特色主題：
一、認識常見與新興傳染病（腸病毒、流感、水痘及 COVID-19 新冠肺炎）；二、防疫策略
杜絕社區傳播；三、健康行為增強抵抗力；以及 COVID-19 防疫新知「認識新冠病毒傳播
鏈」、「認識群體免疫」、「你的健康我來罩」、「手護健康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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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陳延興主任說，中醫大 I-Lab 提出的聯合作品集概念極具創意，
且能滿足國小教學現場需求，中醫大師生團隊對教育與專業的投入，這個教材作品集相當值
得肯定。
開發國小線上教材的護理系方詰愷隊長、公衛系柯翔誌隊長、職安系林佳依隊長不約而
同表示，在防疫衛教上，能將自己的專業融會貫通後，轉化成較平易近人、小學生能吸收的
知識，並且迅速回應疫情升溫拍攝影片，這個過程充滿成就感，希望小學生能藉此更知道如
何在疫情中保護自己及家人。
袁明豪助理教授說，這項教材作品集之教學主題課程除了透過講述法、示範教學、體
驗教學等教學方式外，也大量使用遊戲情境教學方式，如以大富翁遊戲加強學童對水痘的印
象，藉由密室逃脫遊戲，培育學童認識 BMI 及營養標示；另外，也透過實作病毒模型，讓
學童更具體知道流感病毒的樣貌，並在和模型互動的過程中了解傳染鏈等。
對教材作品集課程有興趣之國小教師，可至中醫大 USR 防疫社會責任網頁或 CMU I-Lab
創意發想實驗室 YouTube 頻道取得完整教材包資訊。
CMU I-Lab YouTube 頻道：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wZv07MnJhDzsnBgouoz_hw
中國醫藥大學 USR 防疫社會責任網站：https://cmuusr.cmu.edu.tw/?q=zh-hant%2Fnode%2F400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6/02 13: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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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精準免疫治療的新穎聯合療法
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國際團隊研究成果
發表在國際著名期刊《臨床研究雜誌》

世

界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中國醫藥大學校
長洪明奇院士帶領的癌症精準免疫治療國

際科研團隊，最近從數萬個基因中，找到了抗免
疫治療的一個源頭，即是酪氨酸激酶家族的受體
蛋白質 Tyro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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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明奇院士國際科研團隊發表對癌症精準免
疫治療突破性的研究成果，進而發展出一個新穎

世界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洪明奇院士國際
科研團隊發表對癌症精準免疫治療新穎有
效的聯合療法

有效的聯合療法，已刊登在國際著名期刊《臨床
研究雜誌》（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讓醫學界相當
振奮。
這 項 定 名“Tyro3 通 過 抑 制 鐵 死 亡 及 天 然 免 疫 以 誘 導
PD-1/PD-L1 抗 體 治 療 耐 藥 性 —Tyro3 induces anti-PD-1/PDL1 therapy resistance by limiting innate immunity and tumoral
ferroptosis”的研究論文，揭示了癌症免疫治療耐藥性的新機
制：Tyro3 藉抑制癌細胞鐵死亡及腫瘤微環境中的先天免疫
反應，促使癌細胞逃脫免疫系統，從而引發癌細胞對 PD-1/
PD-L1 抗體療法的耐藥性，基次此發現，團隊同時也發展出一
個新穎有效的聯合療法，抑制腫瘤生長。
近年來，以抗 PD-1、PD-L1 及 CTLA-4 單株抗體藥物為

國際期刊《臨床研究雜誌》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代表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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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超過百分之四十的癌症患者
即每年都有約百萬計的新增患者符合接受免疫檢查點治療的條件；台灣目前亦約有三千四百
多人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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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該免疫療法受益患者有限，若單獨使
用某種免疫檢查點抑制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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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前醫界的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
任務。因此，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
國際研究團隊藉由探索癌細胞的耐藥性的機制，
與研究生物標記以識別、選擇合適的患者，以期
進一步擴大免疫治療的受益人群。

洪明奇院士與國際級研究團隊成員 Hirohito
Yamaguchi 博士與許榮茂博士合影。

洪明奇院士解說“我們特別關注受體酪氨酸
激酶，並希望從中找到促進癌細胞免疫治療耐藥
性的蛋白質，這類蛋白質往往有特異性良好的小分子抑制劑，若能找到在癌細胞中異常表現
的單一或數個靶標，我們期望其抑制劑能夠以最小的副作用逆轉癌細胞的耐藥性。”
洪明奇院士帶領國際研究團隊在體內外構建了腫瘤免疫治療耐藥模型，並通過數萬個基
因的篩選，經過一系列的驗證，最終確認 Tyro3 可以引起抗 PD-1/PD-L1 免疫療法的耐藥性。
研究團隊更創新性地提出了癌細胞產生免疫治療耐藥性的新機制—高表現的 Tyro3 將抑
制鐵死亡的發生，使癌細胞免遭毒殺型 T 淋巴細胞的殺傷作用。同時，高表現的 Tyro3 促發
癌細胞 VEGF 的分泌，從而誘導腫瘤微環境中的抗發炎型的 M2 巨噬細胞的極化，進一步抑
制了腫瘤微環境中的抗腫瘤免疫。
在臨床應用層面，通過比對腫瘤基因組圖譜數據庫（TCGA）及基因組組織表現數據庫
（GTEx）來源的數據，相較於正常組織，Tyro3 在包括乳腺癌、胃癌、肝癌、結腸癌、食
管癌、膀胱癌、皮膚癌等患者的癌組織中特異性高表現。因此在癌組織中特異性高表現的
Tyro3（如乳腺癌 70% 以上），將是克服免疫治療耐藥性的理想靶標，該研究也初步證實了
Tyro3 抑制劑使對 PD-1 療法俱耐藥性的癌細胞再度對該療法敏感化，重要的是，這種聯合
療法並無明顯毒副作用。
洪明奇院士帶領的國際級研究團隊成員，包括中國醫藥大學 Hirohito Yamaguchi 老師與
許榮茂老師，以及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余棣華老師及江舟老師共同完成。該研究闡
述了癌細胞運用內在和外在的策略，繼而從抗腫瘤免疫反應中存活，揭示了腫瘤免疫耐藥的
新機制；同時提出有效的聯合療法，以增加療效，為癌症病患提供了精確免疫治療的全新策
略。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6/03 10:12:14

216

研究能量的躍進 第四章

乳癌腫瘤精準治療發現蛋白質生物標記
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國際科研團隊
發表研究成果刊登國際知名期刊《自然－通訊》

乳

癌腫瘤精準治療有突破性進展；台灣中國醫
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國際科研團隊，

發現蛋白質（RNase1）可以做為乳癌腫瘤精準治
療的生物標記，這項研究成果刊登在最新的國際
知名期刊《自然－通訊》，同時獲選為癌症領域
50 大精選論文，凸顯其對乳癌治療的重要性和深
國際知名期刊《自然－通訊》研究論文。

遠影響。
國 際 知 名 期 刊《 自 然 － 通 訊 》Nature
Communications 刊 登 台 灣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校 長 洪
明奇院士帶領國際研究團隊，與美國德州大學安
德森癌症中心合作發表名為「人類核糖核酸酶１
號可作為 EphA4 膜蛋白的分泌性配體並促進乳
癌 腫 瘤 發 生 」“Human ribonuclease 1 (RNase1)
serves as a secretory ligand of ephrin A4 receptor and
induces breast tumor initiation”的研究論文；這項

乳癌腫瘤精準治療的生物標記。

研究成果揭示了 RNase1 與 EphA4 結合具刺激癌
症幹細胞生長之功能，且進一步指出 RNase1 可作為乳癌患者精準治療之血中生物標記。
此一乳癌腫瘤精準治療的突破性發現，也指引標靶藥物開發的新方向，其重要性獲選為
《自然－通訊》期刊癌症領域 50 大主編精選文章（Featured articles in Editors’Highlights）。
世界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洪明奇院士帶領的國際科研團隊研究，人類核糖核酸酶
（ribonuclease; RNase）家族除了先前已知之降解核糖核酸（RNA）的傳統分泌性催化酵素
功能外，亦存在未為人知的配體（ligand）功能：其可分泌至胞外環境，透過與細胞膜上特
定的受體酪胺酸激酶（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RTK）膜蛋白結合，進而調節細胞內的訊息傳
導與參與致癌的生物功能，這個發現是基礎細胞學的一大突破。
此項研究中更發現，屬於人類核糖核酸酶家族中較為人熟知的一員之核糖核酸酶１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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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奇院士帶領的國際科研團隊 - 美國德州安德森癌症中心李恆煥老師、王盈乃老師及中醫大楊文豪老師
（圖左），圖右是高醫大候明鋒醫師、北榮曾令民醫師，圖中為中醫大團隊左起王元良、山口浩史、洪校長、
王紹椿、 王俞涵。

（RNase 1），與 EphA4 蛋白存在專一的配體－受體（ligand-receptor）分子作用及關鍵的
對應關係；經由對乳癌病人檢體組織的檢測與一系列的實驗分析，發現 RNase 1 可藉活化
EphA4 以刺激癌症幹細胞（Cancer stem cells）之生長，此一結果為本次研究在臨床上的價值
及真實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洪明奇院士表示，癌症幹細胞為腫瘤細胞中具備類似幹細胞性質的特殊族群，其可進行
自我複製與細胞分化的作用，進而在腫瘤生存演化扮演關鍵的角色，亦因其能維持相對極高
的可塑性，提供了腫瘤細胞不同途徑產生更具侵略性的轉移或不受抑制的抗藥族群，成為迄
今臨床癌症治療上亟待研究及克服的一個主要課題。
洪明奇院士國際團隊研究發現，乳癌細胞能利用 RNase 1 與細胞膜 EphA4 RTK 結合促
進腫瘤幹細胞族群的增加，若阻斷兩者的相互作用則可減少乳癌幹細胞的數量並抑制腫瘤進
展。本次的研究指出阻斷 EphA4 與配體的結合可抑制乳癌幹細胞的生成，為乳癌臨床治療
提供另一嶄新的途徑與策略，將來可與目前現行的化學治療，標靶治療以及免疫療法搭配應
用，減少腫瘤細胞的抗藥與耐受性，進而增進癌症治療的有效率。
另一方面，RNase 1 在特定乳癌患者族群的血液樣本中有高表達的現象，在將來亦有
潛力成為非侵入性血清生物標記（non-invasive serum biomarker）幫助乳癌的診斷與精準化
而嘉惠患者。除了乳癌的發生與治療，RNase 1 與 EphA4 的交互作用在其他特定癌症是否
也具重要性值得將來作進一步探討。此外，本次研究發現了 RNase 1 能以配體的形式與受
體 EphA4 蛋白結合而發揮生物功能，更為團隊近期發表的研究 RNase5-EGFR （Cancer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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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與 RNase7-ROS1（Journal of Hepatology, 2021）提供另一有力的論證，再次揭示了
人類核糖核酸酶家族除了降解核糖核酸外，潛藏另一獨立的分子功能「作為分泌性的配體
（secretory ligand）與特定的膜蛋白受體（membrane receptor）結合，調節細胞訊息傳遞與生
物現象」，亦為基礎科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發展方向。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國際團隊合作完成的此項研究成果，三位第一共同作
者包括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李恆煥與王盈乃老師，以及中國醫藥大學楊文豪老師。
值得一提的是，這項研究更是跨單位的國際合作的成果，除了中國醫藥大學的王紹椿老師與
山口浩史老師兩個團隊及兩位博士班學生王俞涵與王元良，更有台北榮民總醫院曾令民醫師
團隊、高雄醫學大學候明鋒醫師團隊（中醫大王紹椿教授、北榮曾令民醫師及高醫大候明鋒
醫師團隊，透過衛生福利部「開發三陰性乳癌的新生物標記及治療藥物」計畫支助經費，已
有長期合作經驗），以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黃尉倫老師、亞洲大學、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
症中心，以及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和天津醫科大學腫瘤醫院等多方專家的參與。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6/10 12: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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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大抗冠方劑》問世
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抗新冠科研團隊，
聚焦抑制印度、英國以及南非變病毒株發表研究成果

當

新一波的印度、英國變種病毒侵襲台灣之際，醫學界
傳來令人振奮的好消息！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

士帶領抗新冠科研究團隊，運用新組建之分子細胞快篩平
台，在 FDA 核可的臨床藥物庫與具有抗冠活性的中醫藥研
究結果中，開發對抗印度、英國以及南非變種病毒的抑制
劑—雙硫侖（Disulﬁram），具可阻斷變種病毒入侵的高
潛力。
世界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洪明奇院士帶領的中國醫藥
大學抗新冠科研團隊，因應國內新冠病毒侵襲和印度、英
國、以及南非變種病毒的迅速傳染，以多軌並進的方式，
除在 FDA 核可的臨床藥物庫找到雙硫侖（Disulﬁram），更
攜手臨床中醫師以傳統中醫藥典為基礎，共同研發中藥複
方「防疫一號」及「防疫二號」藥方茶包之後，以嚴謹的
科學模式優化相關藥物進一步研發《中醫大抗冠方劑》，

洪明奇校長與中醫部長黃升騰醫
師合影。

其對於變種病毒株有更好的抑制效果。
在國內新冠病毒肆虐的關鍵時刻，中國醫藥大學抗新
冠科研團隊聚焦「雙硫侖抑制以及預防新冠病毒感染」及
「防疫一號及防疫二號茶包抑制變種新冠病毒感染」發表
具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儘快與國人分享，希望防疫艱困的
關鍵時刻，對國人健康有所助益。
當前雖然國際上已經有數款新冠疫苗批准在臨床使
用，可是對於層出不窮的突變種，例如來自英國的 N501Y
和來自南非的 E484K 突變，效果仍有不足之處，加上有其
他生物機制也可能削弱這些疫苗的功效。
鑑於新冠病毒主要是透過病毒棘蛋白（spike）與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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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器（ACE2）的結合再加上其他蛋白，例如跨
膜絲氨酸蛋白酶 2（TMPRSS2）來幫助病毒入侵
細胞，因此，洪明奇院士帶領的抗新冠科研團隊
採滾動式調整研究方向，積極開發安全有效的小
分子藥物與科學中藥，以期直接阻斷這些重要的
病毒感染機制。
洪明奇校長表示，中醫大抗新冠研究團隊結
合生化與細胞生物的尖端技術，以小分子藥物標

中醫部長黃升騰醫師介紹「抗冠方劑」功
效。

靶治療阻斷配體（Ligand）與受體（receptor）結
合的抗癌觀念來應用到抗冠藥物的研發，此項研
究不但已篩選了多項純天然化合物，如貝母素、
安石榴苷、以及聚合前花青素等天然物。本次研
究發現了雙硫侖，並開發防疫一、二號茶飲包，
並證實其對抑制變種新冠病毒具有高潛力。
雙 硫 侖（Disulﬁram） 也 稱 戒 酒 硫
（Disulﬁrm）， 與 安 塔 布 司（Antabuse） 是 一 種

洪校長接受媒體記者訪問。

已被 FDA 批准使用於治療酒精成癮的藥物。值
得一提的，先前文獻報導證明了雙硫侖可以抑制
SARS 之蛋白酶，以及新冠病毒 SARS-CoV2 之主
要蛋白酶。日前，中研院生醫所特聘研究員林小
喬團隊及分生所特聘研究員袁小琀團隊發現透過
雙硫侖可藉剔除鋅離子瓦解 SARS-CoV2 病毒中
具有重要功能的蛋白結構進而抑制病毒複製能力

洪校長闡述研發「抗冠方劑」現況。

（ACS Pharmacol Transl Sci.2021）。
而洪明奇院士帶領的中國醫藥大學抗新冠科研團隊，指出雙硫侖除了可降低 SARSCoV2 病毒複製能力之外，更發現雙硫侖還能夠抑制病毒的感染效率（包含了印度、英國和
南非之變種病毒），其機制主要是來自可阻斷病毒表面的棘狀蛋白（spike protein）與宿主
細胞表面受體 ACE2 之結合。
此外，中草藥的研究也是中國醫藥大學的特色與強項，在研究的基礎上，由黃升騰中醫
師研發出防疫一號方及防疫二號方茶飲包給病患服用，一方面增強抵抗力，二方面減少病毒
侵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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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黃升騰醫師進一步與王韋然老師等合作，在防疫一號的處方基礎上再做優化升
級研發「中醫大抗冠方劑」，使其對於變種病毒株有更好的抑制效果，團隊以嚴謹科學流程
直接證實，其有抑制棘狀蛋白（spike protein）與宿主細胞表面受體 ACE2 之結合之功效，
達到預防病毒侵襲人體，減少感染的機會。
洪明奇校長表示，目前國際新冠疫情之復燃跡象及國內疫情嚴峻，主因就是 SARSCoV-2 病毒會不停變異，尤其是在棘蛋白上的各種變異都造成了 SARS-CoV-2 病毒更具傳染
性或威脅性，使得疫苗及治療藥物成效有限而成新挑戰。在本團隊的研究證明指出雙硫侖及
所開發之「中醫大抗冠方劑」，即使面對英國變種，南非變種甚至印度變種，也能有效抑制
病毒的細胞感染效率。除雙硫侖是已取得各國許可的現有藥物，「中醫大抗冠方劑」的開
發，亦是較普及、便宜，且同時具有抑制病毒感染及病毒複製等多種能力，將可提供新冠肺
炎臨床治療更多選擇。
中國醫大附設醫院中醫部長黃升騰醫師表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發表的公告顯示，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 潛伏期為 1~14 天不等，多數情況為 5-6 天，常見症狀為發燒、
乾咳和倦怠，約 3 成左右病人會有呼吸急促、頭痛、喉嚨痛、肌肉痛、腹瀉、失去嗅覺味覺
等，有些人症狀不明顯，有些則無症狀，大多數患者可康復，少數嚴重患者可能會進展至嚴
重肺炎、呼吸道窘迫、多重器官衰竭、休克甚至死亡；因此對於家中長輩就更需注意不讓病
毒侵入之相關保護措施，中醫講究疾病預防與加強身體主動防禦，亦可透過中藥中醫保健方
法來增加身體免疫力。
洪明奇院士帶領團隊參與本計畫成員包括：黃升騰醫師、王韋然助理教授、陳曄副教
授、王紹椿教授、蘇文琪助理教授、中國附醫張為超研究員及陳筱凡與吳承修博士後研究
員。
洪明奇校長並代表中醫大抗新冠科研團隊，感謝科技部「COVID-19 之標靶藥物開發」
計畫之經費支援、中央研究院的 RNAi 核心設施（RNA 技術平台與基因操控核心設施）協
助提供合成英國變種病毒模型，以及中醫大醫療體系的支持與各科系團隊人員的合作無間，
在短短一年就建立中醫大的抗新冠研究平台，並在最短時間內，找到英國變種病毒株的抑制
劑。洪明奇校長認為，對於研究型的大學來說，這是我們學識力量的社會責任，也再次展現
台灣抗疫的國家隊精神！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6/28 10: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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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產期憂鬱症的篩檢分析
本校身心介面研究團隊參與國際合作
研究成果榮登國際頂尖《英國醫學期刊》

懷

孕及產後是女性罹患憂鬱症的高危險時期，而也是女性
人生當中對於身心健康的一大挑戰；中國醫藥大學身心

介面研究中心（MBI-Lab）團隊參與國際合作研究產後憂鬱症
的篩檢分析，更精準地篩檢出高危險族群，這項研究成果發表
在影響係數四十分的國際頂尖期刊《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 BMJ），受到醫學界的高度重視並廣泛引用。
中國醫藥大學身心介面研究中心（MBI-Lab）團隊在醫學
院蘇冠賓教授指導之下，多年來專注於憂鬱症的研究，完成相
當多相關的臨床試驗，在國際的精神醫學領域上佔有重要之學
術地位；這次參與世界 58 個研究中心國際合作之研究主題為

國際知名《英國醫學期刊》。

孕產期憂鬱症的篩檢工具，研究匯集分析高達 15557 受試者的
原始資料，並得出「以閾值 11 分以上之設定」能達到最高、更有效的篩檢之結論。
蘇冠賓教授表示，孕期或產後憂鬱症是許多新手父母及醫護人員最關心的身心健康議
題，為了讓醫療更適時介入高危險族群，簡單有效的篩檢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愛丁堡憂鬱量
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EPDS）是目前臨床上最常用的篩檢工具，然而，
該工具使用上最大困難在於訂定的閾值（cut-off value）並不一致，因此國際合作研究團隊進
行大型資料分析，為了其敏感度（sensitivity）與特異度（speciﬁcity）兩者準確性極大化，
以便更精準地篩檢出高危險族群。
蘇冠賓教授說，這次的大型研究屬於個人化資料統合分析（Individual Participant Data
Meta-Analysis, IPDMA），相對於傳統的統合分析，IPDMA 不僅分析已發表的論文資料，更
分析眾多研究背後受試者的原始資料，雖然花費更大的心力及時間，但得出的結果較傳統方
法更加可靠！在該大型研究的背後是幾十年來國際團隊的努力結果，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
的陳子力同學等也代表 MBI-Lab，參與眾多國際合作研究計畫，也代表台灣在精神醫學領域
上的地位備受國際肯定。
MBI-Lab 主持人蘇冠賓教授是台灣身心醫學專家，目前擔任安南醫院副院長並主持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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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憂鬱症中心，致力於憂鬱症在大腦身
心疾病的預防和治療，合併探索藥物及非藥
物整合性治療與身心健康和大腦功能的機
轉。MBI-Lab 的成員不僅有專職研究人員，
也有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員，如精神科、中醫
師、音樂治療師、心理師等，團隊更著重於
臨床精神醫學的跨領域研究，也多次在國際
期刊上發表令人振奮的研究結果。

蘇 冠 賓 教 授（ 右 五 ） 帶 領 的 身 心 介 面 研 究 中 心
（MBI-Lab）團隊）

▍《英國醫學期刊 BMJ》論文原文網址
https://www.bmj.com/content/371/bmj.m4022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7/01 12: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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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癌細胞的新機制
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國際團隊研究
成果發表在國際著名期刊《癌基因》

台

灣對癌症治療有新的進展；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
院士帶領的國際科研團隊與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

症中心合作研究發現，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 T 淋巴細胞（T
細胞）可藉分泌含 PD-1 之外泌體，阻斷癌細胞表面以及癌
細胞外泌體上的 PD-L1 分子，進而促進 T 細胞對癌細胞的
殺傷作用，以抑制腫瘤生長，此一研究成果將為癌症外泌
體治療提供了全新策略方向，從而造福癌症病患。
洪明奇院士帶領的國際科研團隊，最新發表名為“在
三陰性乳腺癌中發現活化 T 細胞可分泌 PD-1 外泌體以抵抗
PD-L1 介導的免疫抑制功能之探討—Activated T cell-derived
exosomal PD-1 attenuates PD-L1-induced immune dysfunction
in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的研究論文，榮登國際知名
期刊《癌基因》（Oncogene），受到醫學界的高度重視。

洪明奇校長（右）與團隊科學家
許榮茂博士。

近年來，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療法，如 PD-L1，PD-1，
CTLA-4 等抑制劑，為癌症免疫治療取得了矚目的成績。但
如何進一步提升免疫治療的效果，科學家們仍持續不斷的
在基礎研究中找尋蛛絲馬跡。其中，對於癌細胞產生外泌
體以影響治療效果的研究，逐漸地受到科學界重視。
現今已經知道癌細胞會表現出一種叫 PD-L1 的分子，
可與人體免疫系統 T 細胞上之 PD-1 受體結合，進而關閉
T 細胞之消滅癌細胞功能。洪明奇院士國際科研團隊先前
更發現，癌細胞更會像發射飛彈一樣，以外泌體的型式將
PD-L1 發射出去，在遠程就抑制 T 細胞的抗癌功能。然而，
T 細胞是否有類似的反制機制，尚不得而知。
在此最新研究發現，免疫 T 淋巴細胞同樣也可以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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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 PD-1 的外泌體，抵抗腫瘤細胞 PD-L1 的免疫抑制作用。不但可遠程抑制癌細胞上的
PD-L1，更可中和癌細胞所發射出的 PD-L1 外泌體，從而有助於 T 細胞反制與清除腫瘤細胞
的攻擊；也就是說，T 細胞也可以如發射像飛彈一般遠距攻擊癌細胞。
研究團隊這項外泌體之於腫瘤免疫領域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對免疫系統克服癌細胞的生
物功能之全新認知，為開發治療性外泌體提供了全新理論基礎，有助於未來的外泌體和免疫
治療研究，期創造新的癌症治療手段，從而造福癌症病患。
世界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洪明奇院士進一步說明，“我們在之前研究中發現，三陰性乳
腺癌細胞可以分泌攜帶 PD-L1 分子的外泌體，「遠程打擊」免疫 T 細胞，通過結合 PD-1 受
體使 T 細胞失活，喪失了對癌細胞的殺傷作用。相對的，那麼 T 細胞是不是也有可能的配
備「防禦系統」，以外泌體來反制癌細胞的 PD-L1「飛彈攻擊」呢？在這個研究中，團隊發
現了 T 細胞不只有防禦性的「愛國者飛彈系統」更也可作為「飛毛腿飛彈」直接攻擊癌細
胞。”
洪明奇院士研究團隊創新性地提出了抑制性免疫檢查點受體 PD-1 的抗癌作用： T 細胞
可以將生成的 PD-1 分子以外泌體的形式“發射”出去，通過佔據癌細胞表面 PD-L1 位點以
及中和癌細胞分泌的 PD-L1 外泌體，來抵抗癌細胞利用 PD-L1 介導的 T 細胞失活，從而維
持了 T 細胞對癌細胞的殺傷作用。
在臨床應用層面，治療性外泌體是癌症靶向治療的一大熱點。外泌體具有體積小，穿透
性強，生物穩定性高的特點，並且可以利用其囊形結構包裹小核酸及化療等藥物，被視為良
好的癌症治療載體。此項研究指出外泌體除了作為載體之外，更可創新性的在外泌體表面增
加抑制性免疫檢查點分子，以進一步加強抗癌效果，這將為未來外泌體與癌症治療的領域提
供了一個新的方向。
洪明奇院士帶領的國際級研究團隊成員，包括中國醫藥大學許榮茂老師、目前任職於中
研院的李家偉老師，以及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余棣華老師及邱宇凡醫師共同完成。
該研究闡述了腫瘤微環境中的 T 細胞運用外泌體以對抗腫癌細胞的免疫逃避作用，更揭示了
外泌體治療的新可能，為未來癌症治療提供了全新策略方向。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7/08 11: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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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合作研究
天然抗憂鬱劑 Omega-3 脂肪酸的作用機制有新發現，
研究成果刊登國際頂尖期刊《分子精神病學》

中

國醫藥大學與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合作研究探討憂鬱症之
生物機轉有重要成果；當憂鬱症患者攝取 Omega-3 多元

不飽和脂肪酸（omega-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or omega-3
PUFAs）時，這種天然抗鬱物質會代謝成脂質媒介物（lipid
mediators）小分子，且這些小分子在血液中的含量，首次被發
現與人體發炎反應的減輕與憂鬱症狀的改善有密切相關。這
項研究成果刊登國際頂尖期刊《分子精神病學》（Molecular
Psychiatry）。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精神醫學研究所 Carmine Pariante 教授
與中國醫藥大學蘇冠賓教授共同主持的「台灣科技部與英國皇

國際期刊《分子精神病學》。

家學院交流合作計畫：由多元不飽和脂肪酸探討憂鬱症之生物
機轉；」該論文第一作者博士後研究員 Alessandra Borsini 提到：藉由結合實驗室與臨床研
究，我們對於 Omega-3 脂肪酸的抗發炎效果能改善憂鬱症的原理有了令人興奮的新發現。
Borsini 博士表示，我們已經知道 Omega-3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具有抗發炎以及抗憂鬱的
效果有一段時間了，但對於這些效果在人腦中如何作用缺乏更進一步的了解，因此難以發展
為新療法。我們的研究為相關的分子機制揭開了一層面紗，也為使用 Omega-3 多元不飽和
脂肪酸的憂鬱症新療法提供了發展方向。
中國醫藥大學身心介面研究中心（MBI-lab）主持人、目前擔任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客
座教授的蘇冠賓教授表示：「先前研究已經指出，重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患者
相比於一般人有較高程度的發炎反應，而 Eicosapentaenoic Acid（EPA，二十碳五烯酸）和
Docosahexaenoic Acid（DHA，二十二碳六烯酸）這兩種重要的 Omega-3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已經在我們的臨床研究中證明具有抗發炎以及抗憂鬱效果，但具體的作用機制仍然未知。」
蘇冠賓教授說，這項研究的目的在檢驗 Omega-3 脂肪酸代謝後的特定媒介物是否能夠
保護腦部免於發炎反應的傷害。研究者們使用海馬迴神經細胞的神經新生做為體外人類細胞
（in vitro human cell model）的實驗，也就是他們戲稱為「培養皿上的憂鬱症（depression in

227

重要研究成果選輯 2019-2022

a dish）」的研究模型，來深入探
討 EPA 和 DHA 在 防 止 細 胞 激 素
所導致的細胞死亡與神經新生減
少之機轉。由於海馬迴是大腦中
與掌管情緒、認知、記憶與學習
的腦區，因此海馬迴神經新生也
被認為在憂鬱症的病理和治療中
扮演最關鍵的角色。
難 能 可 貴 的， 這 項 研 究 利 用

中醫大身心介面研究中心由蘇冠賓教授（中）帶領主辦第十
屆國際研討會。

臨床試驗去驗證「培養皿」中的發
現，台灣中國醫藥大學身心介面研究中心共募集了 22 位重鬱症患者參與實驗，每位病患被給
予每日 3 公克的 EPA 或 1.4 公克的 DHA，持續 12 周。並分別於療程前、後量測病患血液中
EPA 和 DHA 的脂質代謝物的濃度與憂鬱症狀的評估分數。在兩組病人中，EPA 或 DHA 治療
皆能顯著地改善憂鬱症狀，並使對應的代謝物增加。這個結果與研究者們在培養皿實驗中得
到的結論相符：這些特定脂質媒介物的濃度越高，發炎反應與憂鬱症狀就越輕微。
蘇冠賓教授強調，可應用於人體的生物標記物的新發現對於這份研究而言相當重要；值
得一提的是，在這項研究中所使用的 EPA 與 DHA 濃度較難透過攝取深海魚或其他日常飲食
來達到，而是需要接受治療性的補充才可以。
中國醫藥大學的身心介面研究中心團隊致力於研究身心疾病的生理機轉與營養在大腦精
神疾病的預防及治療，近年也和英國、美國、波蘭、加拿大、澳洲、日本等多國之頂尖大學
密切合作，共同探討藥物及非藥物的整合性治療。該團隊在國際頂尖醫學期刊上發表了多篇
關於 Omega-3 脂肪酸在憂鬱症上應用與治療的論文，藉由這次的研究也使得 Omega-3 脂肪
酸在精神醫學領域上的發展更進一步。

▍原文出處：
Borsini A, Nicolaou A, Camacho-Muñoz D, Kendall AC, Di Benedetto MG, Giacobbe J, Su KP,
Pariante CM. Omega-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protect against inflammation through
production of LOX and CYP450 lipid mediators: relevance for major depression and for human
hippocampal neurogenesis. Mol Psychiatry. 2021 Jun 16. doi: 10.1038/s41380-021-01160-8.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34131267.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7/12 11:15:00

228

研究能量的躍進 第四章

本校醫務管理學系王中儀教授
發表「論偶計酬」之醫療保險給付制度構想 Couplitation，
引起國際關注

疾

病群聚議題已受社會大眾重視；然而，根據學者研究發
現，非傳染性疾病亦在夫妻間群聚，包括精神疾病、糖

尿病及癌症等，相當值得重視。針對此現象，中國醫藥大學醫
務管理學系王中儀教授提出創新之「Couplitation 論夫妻計酬」
（簡稱論偶計酬）醫療保險給付制度構想，引起國際間之關
注。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 2021 年新版的醫管最權威工具
書及教科書「Delivering health care in America」，以兩頁篇幅
介紹台灣中國醫藥大學王中儀教授提出的「Couplitation 論夫
妻計酬」，實為醫療保險給付制度與時俱進的創建，非常難
得。

醫管最權威教科書介紹台灣
學者王中儀教授提出之論偶
計酬醫療保險給付制度構想

新冠肺炎衝擊全球，民眾更加重視疾病群聚，
然而，除了傳染性疾病容易群聚外，非傳染性疾
病亦可能在家人之間群聚；2013 年即開始研究疾
病家庭群聚的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學系主任王
中儀教授表示，「多種非傳染性疾病在夫妻間群
聚，包括精神疾病、糖尿病及癌症等，即使在配
對相同性別及年齡的非夫妻對照組後，群聚現象
仍然非常顯著，即使夫妻無血緣關係。」

本校王中儀教授研究團隊

為此，王中儀教授以醫管專業及創新構想來
解決問題，從 2017 年對醫療保險給付制度提出「論偶計酬」等專文後，開始獲得國際注意。
王中儀教授進一步說明，「常見醫療保險給付制度包括論量計酬、論件計酬、論人計
酬、論質計酬等，Couplitation 論偶計酬是延伸論人計酬 Capitation 方法到夫妻，預期可提高
對夫妻慢性及重大疾病風險評估之重視，促進早期篩檢及治療，降低健保總體醫療費用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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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黃彬芳受訪表示，「之前王中儀老師就發表一篇夫妻精
神疾病群聚文章，當時就相當引起注意，夫妻之一有精神疾病，另一位配偶可能處於罹病風
險之中。現在，重視問題解決的王老師，從發現多種疾病群聚問題，進展到以創新思維提出
一條可能促進夫妻非傳染性疾病篩檢之路。這可以貢獻在公共衛生領域。」
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兼台灣醫務管理學會理事長江宏哲表示，「很高興我們的學者提出
嶄新的論夫妻計酬構想，被美國頂尖學者以兩頁的篇幅在普遍使用的教科書第八版中介紹。
論人計酬是以平均值給付醫療單位，而論夫妻計酬預計是以夫妻為一單位給付醫療端，這也
將促進疾病篩檢。」江副校長進一步以醫師專業指出，「如同王中儀教授所重視的，慢性疾
病預防也應考量無血緣之夫妻疾病群聚問題。要落實此概念，醫院可以在已婚病人初診時，
加填配偶的疾病史，這目前還是個普遍的缺口，醫院一般只有填家族病史。」
遺傳基因與環境因素皆為健康之兩大方向考量。夫妻專屬之論偶計酬構想從概念提出到
醫療產業之實施，尚有一段路程。然而，問題解決確實需要專業跟創新，使醫療機構永續經
營，以維繫大眾健康福祉。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11/05 11: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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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跨醫院研究團隊對失智症的營養保健療法
與炎症生物標記有新發現
發表國際權威學術期刊《大腦，行為與免疫》

高

齡失智症造成病人和家屬極大的衝擊，其中最主要的是
阿茲海默症，至今尚未發現有效治癒的藥法；中國醫藥

大學跨醫院研究團隊發現，Omega-3 脂肪酸的補充有助於減少
阿茲海默症患者視覺空間和口說能力的缺損，這項研究成果獲
刊登國際權威學術期刊「大腦，行為與免疫（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老化學程博士生林邦彥醫師表示，
由於 Omega-3 脂肪酸（EPA/ DHA）潛在的抗發炎效果已被證
實和減少認知缺損有正相關性，在中國醫藥大學身心介面研究
中心蘇冠賓教授、以及草屯療養院藍祚鴻院長的指導之下，跨

國際權威學術期刊「大腦、
行為與免疫」

醫院的研究團隊完成一個多中心的大型研究，試驗結果發現：
Omega-3 脂肪酸的補充有助於減少阿茲海默症患者視覺空間和
口說能力的缺損。
林邦彥醫師表示，現今治療阿茲海默症最常使用的膽鹼酯
酶抑制劑（cholinesterase inhibitor）為例，藥物效果不佳、副
作用大，因此研發安全有效的治療日形重要。此外，目前診斷
阿茲海默症除了依賴臨床症狀，腦脊髓液和腦部影像檢查外，
並無明確簡易的血液生物標記檢驗可供診斷或預後使用。
該研究團隊最大的特色，就是利用大型雙盲隨機分配的
臨 床 試 驗， 比 較 不 同 成 份 的 Omega-3 脂 肪 酸 的 臨 床 效 果。
過去相關臨床試驗大多選擇以 DHA 為主的介入治療研究，
而 且 大 部 分 只 發 現 對 極 輕 度 認 知 障 礙（MCI, mild cognitive

本校博士生林邦彥醫師（左）
和蘇冠賓教授參加國際學術
研討會合影

impairment）患者之助益。
這個新的研究結果顯示，EPA 在延緩視覺空間和口說能力的退化的效果上，比 DHA 的
效果更為顯著。此外，除了此次研究以不同 Omega-3 脂肪酸的組合方式為世界首創，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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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更首次發現：血液中的趨化因子 4 可成為治療
阿茲海默症患者認知障礙之生物標誌。研究成果
近 期 獲 國 際 權威學術期刊「 大 腦，行為與免 疫
（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刊登。
國際脂肪酸知名學者，目前是安南醫院副院
長的蘇冠賓醫師表示，這次研究不但進一步支持
Omega-3 脂肪酸的抗發炎效果，更提供了減緩認
知缺損的治療證據。蘇教授也強調，在考慮服用

中國醫大身心介面研究中心團隊主辨第
十一屆身心介面國際研究會議

Omega-3 脂肪酸做為老化預防或認知功能的保健
功效時，愈來愈多的臨床試驗証實，除了傳統強
調的 DHA，EPA 的角色或許更為重要。
失 智 症 在 每 個 人 的 表 現 不 盡 相 同， 這 次 的
研究突顯了營養素的介入治療，分辨病患臨床症
狀的差異性是相當重要的。目前是身心介面研究
中心研究員、同時也是台灣居家醫療專科醫師的
林邦彥醫師提醒，老化是必經之路，關心身邊長
者，如何過有尊嚴的老年生活是大家共同努力的
目標。將來進一步探討與趨化因子 4 相關的基因

中國醫大身心介面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Senthil 博士後（中）林邦彥醫師（左）與
蘇冠賓教授（右）國際交流

研究，來朝向個人化的精準醫學邁進。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11/08 10: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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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治療慢性 B 型肝炎找到新的著力點
本校博士班研究生蔡宗佑醫師榮獲今年「第 31 屆
王民寧獎」之國內醫藥研究所博士班優秀論文獎殊榮
研究成果刊登國際知名學術期刊《臨床研究雜誌》

中

國醫藥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合辦轉譯醫學博士學位
學程研究生蔡宗佑醫師投入 B 型肝炎研究表現亮

眼，更發表研究成果刊登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臨床研
究雜誌」，為治療慢性 B 型肝炎找到新的著力點；獲評
選為今年『第 31 屆王民寧獎 - 國內醫藥研究所博士班優
秀論文獎』；將於 12 月 17 日下午在台北晶華酒店舉行
頒獎典禮公開表揚。
蔡宗佑醫師今年發表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臨床研
究雜誌（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的研究論文

蔡宗佑醫師於「第 31 屆王民寧獎」
頒獎典禮接受表揚

題目是，「SIGLEC-3 (CD33) 作為 B 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免疫檢查點受體」（SIGLEC-3 (CD33)
serves as an immune checkpoint receptor for HBV infection）。
博士班研究生蔡宗佑醫師表示，慢性 B 型肝炎病毒（HBV）長久以來不斷糾纏著人類；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B 型肝炎影響全球約 2.57 億人，在華人地區尤為盛行，一旦被 B
型肝炎病毒感染成為慢性帶原者，肝臟發生反覆發炎，必須持續用藥以抑制體內病毒量，否
則可能演變成肝硬化甚至肝癌，即使在藥物控制之下，仍無法徹底根治 B 型肝炎。
況且，B 型肝炎病毒感染後，會產生大量含有 B 肝病毒表面抗原（HBsAg）的病毒顆粒
及亞病毒顆粒（subviral particle），過去的研究推測這些病毒顆粒是用來減緩或躲避宿主免
疫反應，但是其機轉不明。
蔡 宗 佑 醫 師 臨 床 研 究 發 現，B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表 面 抗 原（HBsAg） 存 在 著 唾 液 酸 聚
醣（sialoglycans）， 會 與 人 體 免 疫 細 胞 上 的 免 疫 檢 查 點（immune checkpoint receptor）
SIGLEC-3 結合，進而抑制人體免疫系統對抗病毒。我們透過 phage display library 篩選出
anti-SIGLEC-3 拮抗型的單株抗體（clone 10C8），並以 ex vivo 實驗證實可以阻斷 B 型肝炎
病毒與 SIGLEC-3 的交互作用。在此抗體的治療之下，可以回復樹突狀細胞對 TLR-ligand 的
反應，增加呈現抗原（antigen presentation）分子的表現，並扭轉 B 型肝炎病毒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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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佑醫師實驗室更利用 REVEAL-B 世代研究，發現若 B 型肝炎患者帶有 SIGLEC-3
單一核苷酸多型性（SNP）的兩個相關等位基因：rs12459419 C 及 rs3865444 C，則有較高的
機率產生肝癌。我們的研究為治療慢性 B 型肝炎找到新的著力點，期待為多年來陷入膠著
的 B 型肝炎治療開啟新的里程碑。
對於目前尚無治癒方法的 B 型肝炎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蔡宗佑醫師接獲
喜訊，由衷感謝恩師謝世良教授悉心指導，提供源源不絕的創造力以及想像力，以及共同指
導老師彭成元醫師和實驗室成員們的熱心幫忙和協助。
『王民寧獎』是由〔財團法人王民寧先生紀念基金會〕於 1991 年設置，以獎勵醫藥學
術研究和發展醫藥教育為最高宗旨。通過評審委員會的嚴格審核，得獎作品包括基礎醫學、
臨床醫學、藥學三大領域，由各領域最近五年內研究成果最傑出者獲獎，已成為國內民間團
體中持續鼓勵醫藥學術發展之知名獎項，其獨立、公正、透明專業的評審，更受到醫藥學術
界人士的肯定。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12/03 11: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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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MBI-Lab 團隊研究發現
幼兒時期慢性發炎是精神疾病的危險因子
榮登腦神經科學領域知名國際期刊《大腦、行為與免疫》

中

國醫藥大學近年推動「MD/PhD 醫師科學家人才培育計畫」成效卓著；中醫學系陳子
力同學參與蘇冠賓教授帶領的身心介面研究中心（MBI-Lab）團隊，與兒童身心科張

倍禎醫師及台北國泰醫院精神科邱偉哲醫師共同合作，發現罹患嚴重發炎性疾病「川崎氏症
（Kawasaki disease）」的嬰幼兒長大後，相比正常幼兒更容易出現精神疾病，這項最新研究
成果不僅在第十一屆國際身心介面研討會中獲得學術壁報獎，更榮登腦神經科學領域知名國
際期刊「大腦、行為與免疫（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
中國醫藥大學身心介面研究中心（MBI-Lab）主持人蘇冠賓教授表示，越來越多的研究
指出精神疾病跟慢性的發炎反應有關，但其中致病機制或因果關係仍不清楚。川崎氏症是一
種不明原因的小兒發炎疾病，如果不治療的話，可能會產生嚴重的心血管併發症。因為川崎
氏症的好發年齡是兩歲以下，而這個年齡段的嬰幼兒基本上不會有精神的問題，因此陳同學
便從中獲得靈感，利用川崎氏症來探討嬰幼兒成長中罹患精神疾病的關聯。
研究團隊使用台灣健保資料庫，收集約三十萬精神病患者，包括憂鬱症、躁鬱症、焦慮
症、思覺失調症、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等，以等比例的對照研究設計，比較精神病患
者與正常人的差異，在 15 年的追蹤期間中，相較正常的族群，發現在精神病患者中曾經罹

陳子力同學（左）與蘇冠賓教授（右）邱偉哲醫
師（中）於第十一屆身心介面國際研討會中合影

陳子力同學（右）於第十一屆身心介面國際研討會中
獲得學術壁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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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過川崎氏症的比率確實顯著較高，間接證實長期的慢性發炎確實會增加罹患精神疾患的風
險。為了盡可能排除病童是由於其他生理疾病而造成的的身心後遺症可能性，團隊選取在追
蹤期內第一次發生而非固有的精神病患者做為研究對象。此外，研究團隊也對各種不同的精
神疾病進行分組分析，發現川崎氏症對於自閉症及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風險最高。研究團隊
更近一步探討治療及預防的可行性，發現在接受過「靜脈注射人類免疫球蛋白（IVIG）」標
準治療後的川崎氏病童，長大後罹患精神疾病的風險與正常人並無顯著差異，結果支持抗發
炎治療對於預防精神疾病的可能。
該項研究成果不僅在第十一屆國際身心介面研討會中獲得學術壁報獎，更受到國際認可
並刊登於知名期刊。陳子力同學表示：「這個研究在臨床上提供重要證據支持抗發炎治療的
重要性。」目前擔任安南醫院副院長的蘇冠賓教授進一步補充說，發炎學說在精神疾患的致
病機轉上愈來愈被重視，本研究是罕見從嬰幼兒開始追蹤的研究，難能可貴。
陳子力同學是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的醫學生，同時也是學校「MD/PhD 醫師科學家」
專案培育人才，由蘇冠賓教授所領導的 MBI-Lab 團隊致力於身心疾病的預防和全人的整合
治療，更在安南醫院成立全國第一所憂鬱症中心，引進美國哈佛大學麻州綜合醫院憂鬱症的
整合醫療模式，以頂尖研究和創新的療法，提供重症及難治型病患康復的希望。
▍國際期刊「大腦、行為與免疫（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原文連結：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889159121006139。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12/06 11: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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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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
榮獲刊登在國際知名期刊《自然－通訊》

中

國醫藥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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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科學家洪士杰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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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癌症免疫治療抗
藥性的新機制：蛋白磷酸酶 2A（PP2A）缺失或不活化

國際期刊《自然－通訊》刊登的研究
成果

可將腫瘤從微衛星穩定（microsatellite，MSS）轉化為
微衛星不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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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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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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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中國醫藥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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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第一作者的嚴玉婷博士解說，「我們希望找到促進癌細胞免疫治療相關的蛋白質，
這類蛋白質通常有特異性良好的小分子抑制劑，若能找到在癌細胞中異常表現的單一或數個
靶標蛋白質，我們期望以其抑制劑能夠以最小的副作用逆轉癌細胞的免疫治療抗藥性。」研
究團隊經過一系列的驗證，最終確認抑制蛋白磷酸酶 2A 表現，可以引起促進免疫療法，抑
制腫瘤生長。
洪士杰特聘教授研究團隊更創新性地證明蛋白磷酸酶 2A（PP2A）缺失或不活化將
腫 瘤 微 衛 星 穩 定（microsatellite，MSS） 轉 化 為 微 衛 星 不 穩 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PP2A 抑制觸發腫瘤新抗原產生、細胞毒性 T 細胞浸潤和免疫檢查點阻斷 （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ICB）有效反應。在人類癌細胞株和大腸直腸癌組織陣列有效地證實了
這些信號通路。這些數據表明 PP2A 失活參與在誘導微衛星不穩定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 的發生。
在臨床應用層面，通過比對腫瘤基因組圖譜數據庫（TCGA）及基因組組織表現數據庫
（GTEx）來源的數據，在癌組織中特異性高表現的 PP2A 內生性抑制劑（SET 或 CIP2a），
將是克服免疫治療抗藥性的理想靶標。該研究也初步證實了 PP2A 抑制劑有效促進免疫療
法，抑制腫瘤生長，重要的是，這種聯合療法並無明顯副作用。
這項癌症免疫治療的研究成果，除了洪士杰教授帶領的新藥開發團隊外，還包括中國醫
藥大學附設醫院質子醫學中心院長趙坤山講座教授與中國附醫轉譯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兼副研
究員黃智洋，以及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陳自諒院長。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12/29 10: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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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國家新創獎
●
●

「人工真皮」醫療技術創新卓越∼「中亞聯大 3D 列印研究中心」榮獲第十六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類風濕性關節炎」診斷發現新穎的血清檢測法∼本校蔡嘉哲教授帶領的免疫醫學研發團隊榮獲第
十六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

牙科數位 X 光影像重建技術∼本校牙醫學院傅立志院長跨校研發團隊榮獲第十六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

開創細胞治療新世紀∼本校附設醫院周德陽院長帶領的細胞治療團隊榮獲第十六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

醫療 AI 創新應用首屈一指∼本校衍生新創企業—長佳智能公司榮獲第十六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
●

《新型人工膝關節感染治療用活動型佔位器模具》∼本校附設醫院跨領域合作團隊開發創新技術榮獲
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之殊榮

●

《癌症晶片應用於用藥及治療篩選》∼本校附設醫院跨校際合作團隊開發精準醫療技術榮獲第十七屆
國家新創獎之殊榮

●

「中醫智能處方系統」讓中藥劑量更精準化∼本校附設醫院中醫部人工智慧研究團隊研發成果榮獲第
十七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

『人工智能輔聽器』獨步全球∼本校附設醫院策略聯盟團隊醫療創新技術榮獲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表揚

●

抑制癌轉移的調控機制∼本校暨附設醫院跨領域團隊研發成果榮獲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

●

●

創新開發「醫療 AI 孵化器 - 雲端生醫大數據平台」∼本校產學合作廠商長佳智能公司榮獲第十七屆
國家新創獎之殊榮
開發 AI 自動診斷心肌梗塞心電圖判讀∼本校附設醫院跨領域合作團隊研發成果榮獲第十七屆國家新
創獎

●

新世代的免疫細胞治療技術∼本校附設醫院細胞治療中心獨創奈米平台式技術榮獲第十七屆國家新創
獎表揚

●

顯微手術的突破性技術∼本校附設醫院外科部技冠群雄榮獲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

有助於「乾眼症」之預防與緩解∼本校中草藥農林實驗場與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攜手合作種苗育成
藥用石斛新品種—種苗金皇一號石斛榮獲第十七國家新創獎

第十八屆國家新創獎
●

●

●

癌症治療領先之技術∼本校附設醫院質子醫學中心院長趙坤山研究團隊榮獲第十八屆國家新創獎—
學研新創獎殊榮
創新防疫科技∼本校兒童醫院科研團隊應用人類基因重組肺泡表面蛋白 D 的片段，可減緩冠狀病毒
感染，榮獲第十八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新冠 PCR 智取箱”智慧化的檢驗機台∼本校新竹附設醫院院長陳自諒研發團隊榮獲第十八屆國家
新創獎—臨床新創獎殊榮

●

在會厭軟骨缺損之病人以繞道腸道做食道重建手術∼本校附設醫院整形外科團隊研發創新技術榮獲第
十八屆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殊榮

●

執行精準抗癌治療∼本校衍生企業長聖國際生技公司榮獲第十八屆國家新創獎—企業新創獎殊榮

●

以苯甲酸鹽治療腦炎 Anti-NMDAR encephalitis 之創新療法∼本校生物醫學研究所所長藍先元教授科
研團隊榮獲第十八屆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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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第 16 屆國家新創獎

「人工真皮」醫療技術創新卓越
「中亞聯大 3D 列印研究中心」
榮獲第十六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第

16 屆國家新創獎頒獎典禮於 12 月 6 日晚在

南港展覽館舉行，中國醫藥大學暨亞洲大

學共同設立的「中亞聯大 3D 列印研究中心」，
以「創新細胞積木應用三維人工真皮開發」醫療
技術取得創新專利，大幅提升照顧糖尿病、燒燙
傷患者醫療品質，榮獲「學研新創獎 - 創新醫材
與診斷技術類」殊榮，由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講
座教授、陳怡文副主任代表接受國家新創獎大會

「中亞聯大 3D 列印研究中心」擁有多種不
同的 3D 列印先進設備。

的頒獎。
國家新創獎為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
究中心為國內生醫與健康領域研發成果競逐的最
高指標獎項。邀請陳時中部長、生策會董事長王
金平、楊泮池、張善政等貴賓頒獎表揚來自企業、
學研、臨床醫療團隊的優勢技術與卓越創新產品，
讓創新科技帶動產業翻轉的新格局，點亮台灣的
創新動能。
中亞聯大 3D 列印研究中心研發的「人工真

中亞聯大團隊於 3D 列印醫療應用上開創許
多創新的技術及成果。

皮」創新專利技術獲獎項目：創新細胞積木應用
三維人工真皮開發（Innovative cell blocks for 3D artiﬁcial dermis development），是以三維細
胞積木結合三維膠原蛋白基底製造新式人工真皮，其具有天然皮膚的物理性質，良好的生物
相容性，並且細胞積木可分泌胞外基質及生長因子，提供皮膚組織修復的生長環境，加速皮
膚組織之重建。
3D 列印外科醫療技術應用已經是世界的潮流與趨勢，中國醫藥大學與亞洲大學以前瞻
醫療為導向共同設立「中亞聯大 3D 列印研究中心」，跨領域結合了臨床醫師的經驗及基礎
研究的優勢，在開發「人工真皮」醫療技術取得創新專利，大幅提升照顧糖尿病、燒燙傷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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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醫療品質，獲得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
進會評審高度肯定，榮獲今年「第十六屆國家新
創獎」殊榮。
計劃主持人亞洲大學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
系沈育芳助理教授表示，一般來說，皮膚損傷會
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機能，如果皮膚受到輕微的傷
害，通常能夠藉由身體自行產生膠原蛋白和纖維
蛋白讓傷口自行修復，假若傷口面積太大，就要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講座教授、陳怡文副
主任代表接受國家新創獎大會的頒獎。

進行植皮手術，不僅如此，由於病變、癌症、燒
燙傷、意外所造成的真皮及皮瓣喪失及皮膚損傷，
也使得世界各地對皮膚替代品的需求也日漸提升。大面積皮膚缺損除了患者本身所剩的皮膚
有限，傷後瘢痕攣縮現象也是一個醫療議題。
目前國內臨床使用之人工真皮主要仰賴進口，市售人工真皮主要材質是「膠原蛋白」及
「矽膠」，「中亞聯大 3D 列印研究中心」團隊採用了先進治療（Advanced therapies），即
主動性敷料（Active wound dressings）：主要就是利用生物性材料（Biological products）或
是組織工程（Tissue engineering）主動促進傷口癒合。
陳怡文副主任表示，在整個三維細胞積木之人工真皮創新醫材開發過程，該中心結合了
臨床醫師的經驗及基礎研究的優勢，達到跨領域合作的效果；在技術創新方面，中亞聯大團
隊也擁有多項頂尖專利的優勢，獨家開發出具構型之三維膠原蛋白基底之製造方法。此外也
提出一專利能夠有效快速擴展並製備出可控制均一尺寸不同構型的三維細胞積木。
「中亞聯大 3D 列印研究中心」擁有多種不同的 3D 列印相關設備，從光固化塑料機型、
金屬列印機台、甚至到可進行細胞列印的生物列印機，因此不僅開發 3D 列印可生產的醫療
器械，包括手術模型、手術導版等臨床外科輔助及醫學教學模型，也包含部分客製化植入物
及再生醫學相關研究等，可應用科別包含顱顏顎面、人工關節、口腔植牙矯正、根尖治療、
脊椎矯正、輔具義肢等，實際臨床案例約達 600 案，其擬真合用的程度較現行醫療器材所能
提供的選擇更為符合客製需求。
該中心除了開發前瞻之醫療器械，同時也針對醫學影像進行相關研究，包含術前模擬之
醫學影像分析及實體模型，以結合斷層掃描、核磁共振、手術導航及手術機器人等設備，協
助醫師在術前進行完整評估並於術中達到最大效益，以利病患之最大福祉。
此外，該中心也進行許多嶄新且前瞻的再生醫學研究，主要著眼於可降解植入物、人工
器官及再生醫學為重點，期望能將台灣頂尖的醫療產業技術再昇華至下一個頂尖技術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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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同時能將台灣既有的醫療技術輸出全球。
陳怡文副主任強調，中亞聯大團隊於 3D 列印醫療應用上開創許多創新的技術及成果，
期望能夠加速整體醫療技術的進步，同時更希望能夠以台灣為發展基地，建構亞太地區 3D
列印醫療應用頂尖中心，並秉持「健康、關懷、創新、卓越」之理念，提升台灣醫材產品國
際競爭力，將台灣醫學發展技術邁向世界領先。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12/07 14: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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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風濕性關節炎」診斷發現新穎的血清檢測法
本校蔡嘉哲教授帶領的免疫醫學研發團隊
榮獲第十六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第

16 屆國家新創獎頒獎典禮於 12 月 6 日晚在

南港展覽館舉行，中國醫藥大學免疫醫學

研發中心主任蔡嘉哲教授領導的研發團隊，發現
「以一種新穎的血清檢查方法來診斷類風濕性關
節炎」的新穎診斷檢測方法，能使病患早期診斷
並提早治療，有效降低後續的醫療負擔並提升生
活品質，榮獲「學研新創獎—創新醫材療與診
斷技術類」殊榮，由蔡嘉哲教授代表接受國家新

蔡嘉哲教授帶領團隊接受國家新創獎大會
領獎。

創獎大會的頒獎。
國家新創獎為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
究中心為國內生醫與健康領域研發成果競逐的最
高指標獎項。邀請陳時中部長、生策會董事長王
金平、楊泮池、張善政等貴賓頒獎表揚來自企業、
學研、臨床醫療團隊的優勢技術與卓越創新產品，
讓創新科技帶動產業翻轉的新格局，點亮台灣的
創新動能。
中國醫藥大學免疫醫學研發中心團隊發現

洪明奇校長、陳明豐總執行長祝賀蔡嘉哲
教授團隊榮獲國家新創獎。

「以一種新穎的血清檢查方法來診斷類風濕性
關 節 炎（A novel serological test for diagnosi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的 新 穎 診 斷 檢 測 方
法，可從現在（RF）、（ACPA）二種檢查陰性病人中測出，超過一半的病人有此新抗體
（56.4%）；從數據顯示，新發現之診斷檢查方法，可有效提高類風濕性關節炎之陽性率，
從 54% 增加到 80%。
蔡嘉哲教授表示，從牙周致病菌找出一個新的胜肽可用來診斷類風濕性關節炎之抗原，
此新穎的血清檢查方法可增加診斷的敏感度及特異性，為一種新發現之診斷類風濕性關節炎
之檢查方法，將成為 RF 及 ACPA 後，第三個被用來診斷檢查類風濕性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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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濕病學院院士蔡嘉哲教授表示，類風
濕性關節炎屬於一個慢性發炎且具破壞性自體免
疫疾病，醫師只能透過臨床表徵來判斷是否為類
風濕性關節炎，若此疾病無法即時治療則可能會
促使病患情況惡化甚至殘障，故開發此新穎的血
清檢測診斷方法，不僅有效提升臨床診斷之陽性
檢測率，更能發揮早期診斷及提早治療效果，也
能有效降低後續的醫療成本並提升生活品質。

中國醫大蔡嘉哲教授帶領的免疫醫學研發
團隊。

中國醫藥大學免疫醫學研發中心成立於 104
年，研究重點為自體免疫疾病致病機轉，尤其研
究蛋白質瓜胺酸化（Citrullination）之角色，包括類風溼性關節炎、紅斑性狼瘡等疾病。以
免疫醫學研發中心之既有基礎經驗加上傳統中醫及中草藥優勢，結合玉山學者 Dr. Moncef
Zouali 及與中央研究院基因體中心與之合作，找尋具新穎性之中草藥、藥物及胜肽等，針對
自體免疫疾病之診斷與治療，藉此提升我國免疫疾病與免疫治療研究的能量。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12/07 14: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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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數位 X 光影像重建技術
本校牙醫學院傅立志院長跨校研發團隊
榮獲第十六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第

16 屆國家新創獎頒獎典禮於 12 月 6 日晚在

南港展覽館舉行，中國醫藥大學牙醫學院

傅立志院長整合跨校研發團隊技術能量，開發「口
內層析系統的創新數位 X 光牙科應用」醫學影像
儀器，不僅能滿足牙醫師的需求，更協助國內醫
材廠商提升國際市場競爭優勢；榮獲「學研新創
獎 - 創新醫材與診斷技術類」殊榮，由中醫大傅
立志院長、中山科學研究院程一誠所長、林慶章
副所長代表接受國家新創獎大會的頒獎。

傅立志院長偕中山科學研究院程一誠所長
團隊 接受國家新創獎大會頒獎。

國家新創獎為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
究中心為國內生醫與健康領域研發成果競逐的最
高指標獎項。邀請陳時中部長、生策會董事長王
金平及楊泮池、張善政等貴賓頒獎表揚來自企業、
學研、臨床醫療團隊的優勢技術與卓越創新產品，
讓創新科技帶動產業翻轉的新格局，點亮台灣的
創新動能。
中國醫藥大學牙醫學院傅立志院長與國家

洪明奇校長祝賀傅立志院長、蔡嘉哲教授
榮獲國家新創獎。

中山科學研究院材料暨光電研究所程一程所長、
林慶章副所長、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陳志成特聘教授合作組成的跨
校研發團隊，榮獲今年國家新創獎 —學研新創組的項目是：「口內層析系統的創新數
位 X 光牙科應用」（The Novel Application to Digital Dental X-Ray by Intraoral Tomosysthesis
System）。
傅立志牙醫師強調，此一嶄新的牙科醫學「口內數位電腦層析系統」（IDTS），採用
中科院自製的高速感測陣列成像晶片，由成像類比訊號處理（AP）電路板與 CMOS 高速感
測陣列成像晶片（Sensor）構成，其功能介於牙科根尖片和牙科用椎狀射束電腦斷層掃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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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臨床診斷上可提供低輻射劑量的牙齒放射線造
影，是一種先進的數位 X 光牙科應用。
傅立志院長表示，牙醫師利用此技術，在單一次
的有限角度掃描，就可獲得對患者的牙齒、軟組織、
神經和齒槽骨等需要診斷部位的三維影像；重建軟體
演算不同角度的影像後，可提供具解剖構造數據之三
維體素構成的體積，在特別的軟體下可操控不同切面
的視覺化處理，應用於植牙規劃的 3D 影像、根管治
療的 2D 影像，和贋牙整復等臨床需求。

新開發的牙科醫學「口內數位電腦層析
系統」。

計劃主持人、中科院林慶章副所長表示，目前，
國內牙科市場現有口腔影像醫材產品，包含可見光口
內掃瞄機、錐狀束電腦斷層機、環口 X 光機及牙根
尖片，雖有多家廠商在進行牙科數位 X 光設備的製
造販賣，但牙科用放射線 3D 設備僅有一家取得衛生
署認證並販賣，其中關鍵的原因為數位 X 光感測器
國內無法自行生產，且市售的錐狀束電腦斷層機台的
解析度不高，尚無法滿足牙醫師的需求。

傅立志院長與跨校研發團隊。

對此，中國醫藥大學、國立陽明大學、中山科
學研究院組成跨校研發團隊，整合口腔醫學、影像重
建、感測技術等關鍵技術能量，聚焦開發關鍵的數位
X 光感測器，除提高國內廠商之自主能力外，更協助
國內廠商應用成本優勢提高其國際市場競爭力。
此一嶄新的牙科醫學「口內數位電腦層析系統」
（IDTS），落實創意構想產品化，具應用價值與三
大效益：中科院掌握 CsI 閃爍體及 CMOS 影像感測
陣列技術，重要關鍵技術自主化，提升產業結構優
化；其次，臨床醫師先期合作參與，共創先進醫學影
像醫材，具有高效多功能整合的市場利基；此外，台
灣醫材由自製取代進口，提升到進軍國際市場。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12/07 16: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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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細胞治療新世紀
本校附醫周德陽院長帶領的細胞治療團隊
榮獲第十六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第

16 屆國家新創獎頒獎典禮於 12 月 6 日晚在

南港展覽館舉行，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周

德陽院長帶領的細胞治療團隊，創新研發「可標
靶多種實體腫瘤之嵌合抗原受體（CAR）免疫細
胞療法」，對治療惡性腫瘤疾病貢獻卓著，榮獲
「學研新創獎—生技製藥與精準醫療類」殊榮，
展現中醫大醫療體系的生技研發能量與創新力。
國家新創獎為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

周德陽院長帶領團隊接受國家新創獎大會
領獎。

究中心為國內生醫與健康領域研發成果競逐的最
高指標獎項。邀請陳時中部長、生策會董事長王
金平、楊泮池、張善政等貴賓頒獎表揚來自企業、
學研、臨床醫療團隊的優勢技術與卓越創新產品，
讓創新科技帶動產業翻轉的新格局，點亮台灣的
創新動能。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周德陽院長帶領的細
胞治療團隊，不斷追求創新與突破，新發現一個

陳明豐總執行長祝賀周德陽院長團隊獲獎。

免疫確認點蛋白 HLA-G，可用於標靶多種實體腫
瘤，以此蛋白設計出嵌合抗原受體（CAR）免疫細胞，也證實具有攻擊毒殺實體腫瘤的能
力，已向美國、歐盟、日本等國提出專利申請，同時進行細胞新藥開發，讓癌友露出生命的
曙光，也為台灣生物科技發展注入商機且創造就業機會；經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
會評審肯定對治療惡性腫瘤疾病有極大貢獻。
周德陽院長是神經外科醫師，在腦瘤的研究上國內是首屈一指，他帶領的「細胞治療中
心」研究團隊榮獎項目是「可標靶多種實體腫瘤之嵌合抗原受體（CAR）免疫細胞療法」
（Multiple carcinoma targetable CAR for immune cell therapy）；該研究團隊成員包括：邱紹
智副主任、詹佳穎科主任、黃士維助理研究員及博士後研究員潘志明、林育全等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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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百大名醫周德陽院長介紹說，嵌合抗原受體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CAR）免疫細胞治療，
為當前最熱門發展的細胞藥物之一，已有針對血液腫
瘤治療的上市產品；中國附醫細胞治療研究團隊面臨
的挑戰在於如何找到有效、專一性高的腫瘤標靶蛋
白，在經過大量的篩選及臨床組織標本的分析，終於
找出一個免疫確認點蛋白 HLA-G，會在多種實體腫
瘤上有高表現，且具有抑制免疫細胞活性功能。

周德陽院長帶領的細胞治療團隊獲今年
第十六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中 國 附 醫 細 胞 治 療 研 究 團 隊 將 發 現 的 HLA-G
作為辨識腫瘤的標靶分子，進一步設計製做出 antiHLA-G 嵌 合 抗 原 受 體 載 體 病 毒， 生 產 表 現 antiHLA-G CAR 的腫瘤毒殺免疫 T、NK 細胞；研究結果
證實適用於多種實體腫瘤，包含惡性膠質母細胞瘤、
三陰性乳癌、胰臟癌和卵巢癌，在體外及動物體內實
驗，都可以觀察到有效地毒殺腫瘤，同時對低劑量化
療藥物合併處理的腫瘤細胞，有強化治療的效果。

周德陽院長帶領的細胞治療團隊獲今年
第十六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由 於 anti-HLA-G CAR 腫 瘤 標 靶 蛋 白 的 創 新、
獨特性，中國附醫細胞治療研究團隊已完成技術產
品的 prototype 測試，包括製造流程、臨床前有效性及安全性評估等試驗，於去年向台灣
（107132664）、中國大陸（201811080479.9）提出專利審查，同時也布局全球，已向美國、
歐盟、日本等國提出專利申請。
邱紹智副主任表示，以人類惡性腫瘤腦瘤而言，全球市場約上千億台幣，本團隊所開發
之 HLA-G CAR 免疫細胞新藥在治療多種實體腫瘤的效果及技術項目極具發展優勢潛力，未
來在細胞新藥開發研究過程，與台灣知名細胞新藥開發公司合作，共同開發新藥產品上市，
期待為台灣生物科技發展注入商機且創造就業機會。
中國醫大附醫團隊投入尖端的細胞治療、幹細胞醫療研究超過十年，陸續建置符合人類
細胞治療臨床試驗規範的 GTP 核心細胞操作室，同時培訓 165 位臨床醫師具備衛福部規定
細胞治療資格的專業醫師；在衛福部特管辦法審核許可下，今年 5 月成為全國第一波通過的
自體免疫樹突細胞治療的醫院，開放腦瘤等 8 種第 4 期實體癌症病患收案與治療，讓癌友露
出生命的曙光，嘉惠更多病人。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12/07 14: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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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 AI 創新應用首屈一指
本校衍生新創企業—長佳智能公司
榮獲第十六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16 屆國家新創獎頒獎典禮於 12 月 6 日晚在南港展覽

第

館舉行，中國醫藥大學衍生新創企業—長佳智能公

司以新研發的「智慧醫療輔助診斷全解決方案」，有助於
臨床醫師判讀影像效率，更精準的診斷及治療；榮獲「企
業新創獎—智慧醫療與健康科技類」殊榮，由林嘉琪董
事長代表接受陳時中部長的頒獎。
國家新創獎為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為
國內生醫與健康領域研發成果競逐的最高指標獎項。邀請
陳時中部長、生策會董事長王金平、楊泮池、張善政等貴
賓頒獎表揚來自企業、學研、臨床醫療團隊的優勢技術與
卓越創新產品，讓創新科技帶動產業翻轉的新格局，點亮
台灣的創新動能。
長佳智能公司國際成員組成的研發團隊，榮獲今年

林嘉琪董事長代表長佳智能公司
接受陳時中部長的頒獎。

國家新創獎的項目是：「智慧醫療輔助診斷全解決方案
（Medical AI for Diagnosis in Healthcare），這一套新開發的智慧醫療輔助診斷系統，無論是
電腦放射成像、電腦斷層掃描、超音波、磁振造影等，或是檢驗數值（血液檢驗、心電圖
等），都可以作為系統之模型訓練素材，並且能輔助的項目遍及人體的所有部位。
黃宗祺執行長表示，醫療 AI 應用於影像辨識的發展最為快速，此智慧醫療輔助診斷全
解決方案可協助臨床科醫師快速辨別病症，在臨床應用中作為診斷評估參考的依據，預期可
有效降低過去醫師判斷病灶的流程中所耗費的時間與醫療成本。
不僅如此，更能提高臨床醫師判讀影像效率、減少檢查上因不同判讀者而產生的差異、
更精準的診斷及治療、縮短醫師例行工作時間，並提供病患更好的看診品質。
長佳智能公司是亞洲第一家引進採用 NVIDIA DGX-2 人工智慧超級電腦，自建高速運
算中心與 AI 開發軟體為底層引擎，針對醫療上的需求，以人工智慧為工具，積極開發輔助
診斷系統，提升診斷準確度並協助醫療決策，實現精準醫療、提升醫療品質，達成 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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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琪董事長由楊麗慧副院長陪同參觀中醫大尖端醫
療特色。

長佳智能公司國際成員組成的研發創新團隊。

Hospital 智慧醫療。
該公司目前已有 84 項醫療 AI 計畫在進展中，利用了超過兩萬例資料所訓練出來的高精
準 AI 判讀模型，其中，以「自動化骨齡輔助判讀系統」發展最為成熟，已向美國與台灣食
藥署申請二類醫材並執行臨床試驗中。
除了該醫療系統外，還有「超音波乳房腫瘤輔助分類系統」、「肝臟健康評估管理
系統」、「罕病基因序列分析」、「扁平足 X 光 AI 輔助判讀系統」、「基因異常檢測系
統」、「肝癌電腦斷層 - 腫瘤範圍偵測」、「視網膜病變輔助判斷系統」、「胸腔 X 光異常
分類篩檢」、「肝纖維化輔助判定系統」、「心電圖輔助判讀系統」等許多醫療 AI 輔助應
用，都已進入驗證階段，預期不久的未來能快速落實於各大醫療院所中，實現智慧醫療、造
福患者。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12/07 12: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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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第 17 屆國家新創獎

《新型人工膝關節感染治療用活動型佔位器模具》
本校附設醫院跨領域合作團隊開發創新技術
榮獲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之殊榮

為

避免人工關節置換手術後假體周圍感染的
併發症，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骨科部與

多維列印醫學研究及轉譯中心跨領域合作團隊，
開發創新技術《新型人工膝關節感染治療用活動
型佔位器模具》能顯著控制感染，改善膝關節功
能，增加膝關節活動角度，和減少佔位器相關的
機械性併發症，造福患者，榮獲今年第十七屆國
家新創獎殊榮，於 1 日下午在南港展覽館 2 館接

林宗立醫師團隊獲獎表揚。

受大會頒獎表揚。
這項由中國附醫骨科部林宗立主治醫師主導的『新型人工膝關節感染治療用活動型佔位
器應用』（Novel design of articulating spacer for the treatment of periprosthetic knee infection）
創新技術，已獲得專利認證、技術移轉、及國際期刊發表。
計劃主持人林宗立主治醫師表示，慢性人工膝關節假體周圍感染是人工關節置換手術後
嚴重的併發症，臨床治療分兩階段手術，雖然成功率可高達八至九成，卻產生不少佔位器相
關的機械性併發症，導致患者膝功能變差、療程延長、及增加再植入手術困難度。
中國附醫跨領域合作團隊於是把手術摘除的人工膝關節當成原型，結合 3D 列印技術，
包括「3D 掃描」、「逆向工程」、「電腦輔助設計」技術優化改良佔位器力學結構，來減
少機械性併發症，並使用「電腦輔助製造」技術生產多種尺寸，且可重複消毒使用之生醫材
質假體與矽膠模具，簡化手術流程，以便臨床醫師手術方便使用。
林宗立醫師表示，研究團隊發現在慢性人工膝關節假體周圍感染的兩階段治療中，使用
「新型人工膝關節感染治療用活動型佔位器」能顯著控制感染，改善膝關節功能，增加膝關
節活動角度，和減少佔位器相關的機械性併發症。
「新型人工膝關節感染治療用活動型佔位器」的優點包括：1. 多種相應尺寸的假體與模
具，使佔位器製作流程簡化，不增加額外手術時間，且達到個人化的精準醫療；2. 具多種力
學優勢，包括相對應的股骨與脛骨幾何形狀、匹配的尺寸、平衡的間隙、極平滑的關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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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輪和凸柱的限制力、平穩的固定；3. 生醫材質
股骨與脛骨假體、矽膠模具非常耐用，容易清洗
和重複消毒使用，極具成本效益；4. 能顯著控制
感染，改善膝關節功能，增加膝關節活動角度，
並減少佔位器相關的機械性併發症。
中國附醫跨領域合作團隊開發的「新型人工
膝關節感染治療用活動型佔位器」創新技術，已
分別取得中華民國及中國大陸專利，並於 2017 年
技術移轉至長陽生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由該公
司進行後續東南亞各國醫材許可、製造生產及行

研發團隊蔡政憲工程師、謝明佑助理教授、
陳賢德主任、蔡俊灝醫師、林宗立醫師、
馮逸卿副院長、陳怡文副主任合影。（左
到右）

銷販售，以擴大商化收益。
中國附醫跨領域合作團隊成員包括，骨科部
林宗立主治醫師、陳賢德部主任、蔡俊灝主治醫
師、馮逸卿主治醫師、中國附醫多維列印醫學研
究及轉譯中心陳怡文副主任、謝明佑副研究員、
蔡政憲研發工程師等七人。多維列印醫學研究及
轉譯中心係中國附醫與亞洲大學及美國喬治亞理
工學院合作成立，專攻 3D 列印的新創醫療團隊。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2/02 17: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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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宗立醫師（左）與蔡政憲工程師測試生
物列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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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晶片應用於用藥及治療篩選》
本校附設醫院跨校際合作團隊開發精準醫療技術
榮獲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之殊榮

台

灣癌症精準治療的發展向前邁一大步！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多維列印醫學研究與

轉譯中心跨校合作研究團隊，自行開發的生物製
造癌症晶片，結合患者自身的癌組織細胞，用於
評估患者的用藥策略，有助於達到精準醫療的成
效，引領台灣醫學發展技術邁向世界領先，榮獲
今年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殊榮，於 1 日下午在南
港展覽館 2 館接受大會表揚。

陳怡文副教授團隊獲獎表揚。

中國附醫多維列印醫學研究與轉譯中心跨校
合作研究團隊成員包括：陳怡文副主任、謝明佑
副研究員、方信元主任、張穎宜主治醫師、林峰
賢助理研究員、陳建璋工程師及亞洲大學沈育芳
助理教授等七人。新開發的精準醫療技術名稱是
『生物製造之癌症晶片應用於患者特異性用藥預

方信元副院長（中左）偕陳怡文副主任（中
右）研發團隊。

測平台』（Biofabricated the patient-speciﬁc canceron-a-chip system for medical prediction）。
陳怡文副主任闡述，此項精準醫療技術分成三部分，分別為晶片製造、細胞處理及器官
晶片分析；由於晶片製造是台灣產業的強項，研發團隊將吸取市面廠商的晶片設計的優點整
合到產品中，再藉由以 GTP 做為品質指引整合病人的細胞到器官晶片中，最後以 ISO 15189
標準分析個人化癌症器官晶片用藥 / 治療篩選。
第二部分，病人癌組織的取樣、運送、培養和裝載將可依照 GTP 規範進行作業，確認
細胞運作品質。
第三部分，器官晶片分析將取得醫院常用化療藥物、標靶藥物、免疫藥物甚至是病人
自體免疫細胞等進行癌細胞治療方法驗證，依循 ISO 15189 醫學實驗室認證標準定立相關規
範、SOP、表單紀錄等，確保分析數據的可追溯姓、精確度與可信度，提供醫生對於病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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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治療方式的選用參考，預期可以達到個人化的精準醫療成效。
陳怡文副主任表示，近幾年癌症在預防及治療上已有長足的進步，然而它還是目前人
類健康上一個重大的威脅，為了有效克服癌症的威脅，對癌症精準的治療可以從實驗室的研
究，逐步轉向結合臨床端的患者特異性（Patient-Speciﬁc, PS）平台研究，透過對患者腫瘤的
深入了解，更能建立精準的 PS 癌症模型，能真實的反映出患者癌症的成因、轉移、及治療
的策略。
對此，該跨校合作研究團隊從精準治療的需求出發，自行開發的生物製造癌症晶片，結
合患者自身的癌組織細胞，利用相對應得生物可列印材料、自動化生物列印晶片系統製作出
PS 癌症晶片，用於評估患者的用藥策略，最終達到精準醫療的效果。
陳怡文副主任介紹，在生物製造之癌症晶片應用於患者特異性用藥預測平台技術開發過
程中，研究團隊結合了臨床醫師的經驗及基礎研究的長處，期望能夠實際達到跨領域合作的
效果。
而在技術創新方面，本團隊也擁有多項頂尖專利的優勢，獨家開發出使用生物製造所晶
片製程、具構型之三維癌症細胞球之製造方法以及可列印生物組織墨水等；期望這些技術整
合統整，可確實達到擬真患者體內環境，提供醫師在病人用藥或治療上的有效輔助資訊，讓
病人在確診後的最短時間內得知最有效的治療方式、用藥種類、濃度劑量等資訊，提供病人
精準醫療資訊而達到有效治療效果。
為掌握精準醫療發展趨勢，該研究及臨床團隊成員還應用 3D 列印技術，投入至精準規
劃及精準治療的領域當中，期望能夠加速提升整體醫療技術，引領台灣醫學發展技術邁向世
界領先。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2/02 17: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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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智能處方系統」讓中藥劑量更精準化
本校附設醫院中醫部人工智慧研究團隊研發成果
榮獲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為

能讓中藥劑量更精準化，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中醫部與台北醫學大學團隊合作開發

專利技術「中醫智能處方系統」，可精確呈現中
藥真實劑量，又節省藥師配方的人力和時間成本，
此研發成果榮獲今年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於 1 日下午在南港展覽館 2 館接受大會頒獎表揚。
『中醫智能處方系統』（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for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rescription） 專 利 技

黃升騰教授團隊獲獎表揚。

術，由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部主任黃升騰
教授帶領中醫人工智慧研究團隊黃維德醫師、歐世宸醫師、洪皓脩醫師及臺北醫學大學洪暉
鈞教授與張瀞文共同合作開發完成，可望直接應用於第一線臨床服務，提升中藥劑量精準
度。
黃升騰部主任表示，現代中醫師的學習背景，主要是學藥物濃縮前的劑量，但現今常開
立的藥物劑型為濃縮顆粒劑（科學中藥），這造成中醫師在臨床上常常不清楚原始劑量，也
無時間查對，其真實劑量可能與期望有落差，療效的評估亦不穩定。
在臨床實務上，科學中藥有單方和複方，許多醫師喜歡在同一處方內開立多筆複方，中
醫師在臨床上常常不清楚此複方內含的藥物組成，當中醫師處方含有多種複方時，便容易出
現重複用藥的情況，這造成調劑時間、藥物成本上的浪費，亦有用藥安全上的疑慮。
有鑑於此，我們團隊以中醫藥司的中藥許可證為資料背景，建立藥物組成和劑量資料
庫，打造一個中藥真實劑量換算模型，藉由開發出的模型和介面，中醫師可以先開出期望的
劑量，系統可自動代換出濃縮中藥的劑量，並利用資料視覺化處理，使臨床中醫師便於使
用。
況且，許多中醫回溯型的研究，常常受到中藥各廠牌劑量不統一且與教科書劑量和組成
不一致的情況，這常造成了研究上的困難和數據錯誤，藉由我們的系統便可精確呈現真實劑
量，資料記載的療效才能精準量化，並增加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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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升騰教授說，這次獲獎的「中醫智能處方
系統」，可以提供即時的劑量換算功能，讓醫師
清楚掌握患者服用到的真實藥材量為多少；此外，
更有視覺化的人工智慧處方分析，為臨床中醫師
提供最簡潔之處方配伍，降低藥師配藥的品項，
進而減少浪費、節省成本，也為患者服用的中藥
做最佳把關。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2/02 17: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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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附醫中醫部主任黃升騰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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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輔聽器』獨步全球
本校附設醫院策略聯盟團隊醫療創新技術
榮獲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表揚

聽

覺退化者的福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耳鼻喉部全方位聽覺健康中心與聲學科技

公司策略聯盟團隊，創新開發『人工智能輔聽器』
醫療技術，透過輔聽耳機照護「銀髮族」及早預
防老人癡呆，榮獲今年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於 1 日下午在南港展覽館 2 館接受大會表揚。
人工智能聲學在 5G 時代即將到來，中國醫
藥大學附設醫院耳鼻喉部全方位聽覺健康中心在

陳光超副院長團隊獲獎表揚。

陳光超副院長領導下，結合醫師、聽力師及護理
師等專業人員並與智能聲學集團策略聯盟，利用自我驗配及聽覺年齡補償法的醫療創新技
術，開發獨步全球之非處方助聽器『具大數據自動驗配及語言加強功能之智慧輔聽耳機』
Self-ﬁtting Sound enhancement earphone based on Hearing-age。
獲獎的中國附醫策略聯盟團隊成員包括，陳光超副院長、黃美睿聽力師、林芝菁聽力
師、潘彥蓉聽力師、賴思穎聽力師、萬魔聲學科技公司董事長謝冠宏、中國附醫院台北分院
耳鼻喉科主任陳冠華、普羅聲聲學科技公司總經理朱峻穎、首席聽力師林嵩岳等九人。
計劃主持人陳光超副院長表示，人耳在 40 歲後對高頻聽力開始退化，超過 60 歲有聽力
受損的平均數量為 32%，顯而易見，聽力問題會隨著老齡人口增長而增加。
最近的研究報告顯示，造成老人痴呆症的原因，除了反覆中風，阿茲海默症外，聽力損
失才是最大原因，矯正聽力損失，有助於減少失智的可能；因此『人工智能輔聽器』可以配
合政府長照政策，降低失智率，減少社會成本。
目前，全球數位音頻穿戴產品與手機互聯網的結合是新趨勢；陳光超副院長說，非處方
助聽器現為學界公認為能有效且便捷改善雙耳輕度至中度感覺神經性聽損的最好方法。非處
方助聽器是一種非侵入式且能自我驗配的聽覺輔助設備，能幫助輕度至中度聽損的人在不同
困難的聆聽環境獲得有效的聽取能力，進而改善其溝通及聆聽的能力。
陳光超副院長說，非處方助聽器是針對聽覺功能受限，又不願配戴傳統助聽器，卻又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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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聽覺輔助的人群；而使用者能藉由非處方助聽
器，重新拾得與正常聽力人們良好溝通的能力，
進而積極面對這複雜的聆聽世界。
中國附醫策略聯盟團隊開發 AI 智慧無線電輔
聽耳機還能解決傳統助聽器四大痛點：1. 價格過
於高昂；2. 戴上時看起來像使用者；3. 吵雜的使
用環境下，讓助聽器產生雜音或配戴時有哮叫聲，
無法正常使用；4. 往返醫院調校，程式繁瑣耗時。
『人工智能輔聽器』醫療技術，經技轉即將
進入市場化階段，預期能配合政府長照政策，聽
覺照護「銀髮族」，有效改善生活溝通品質，維
持尊嚴與自主的生活，以達在地老化的目標。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2/02 16: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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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聽覺健康中心團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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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癌轉移的調控機制
本校暨附設醫院跨領域團隊研發成果
榮獲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

中

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結合藥物專家、臨
床醫師及醫藥生技公司科研團隊，致力開

發的 ADAM9 蛋白酶小分子抑制劑，通過安全性
測試，有助於強化癌症病人的化療或是免疫治療
的抗癌效果，深具發展為臨床抗癌藥物之潛力，
這項抑制癌轉移的調控機制成果，榮獲第十七屆
國家新創獎殊榮，於 1 日下午在南港展覽館 2 館
接受大會頒獎表揚。

佘玉萍副教授團隊獲表揚。

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跨領域合作團隊獲獎的項目是：ADAM9 蛋白酶抑制劑作為新
穎抗癌藥物（ADAM9 protease inhibitors act as novel anti-cancer drugs）；團隊成員包括，佘
玉萍副教授、吳永昌講座教授、楊顓丞助理研究員、張永俊助理研究員、鄭維中副教授、葉
俊杰副教授、吳恒祥助理教授及順天生技劉乃菁資深協理等 8 人。
計劃主持人佘玉萍副教授表示，癌轉移為造成癌症高死亡的主因，至今仍是醫療上的難
題，儘管早期癌症病人可以手術切除腫瘤，但仍有很高復發率，導致病人存活率低；目前藥
物治療雖可抑制癌生長，但對降低轉移仍有限，因此有效降低癌轉移，才是對延長癌症病人
存活的最佳治療策略。
有鑑於膜蛋白 ADAM9 是多種癌症發生轉移的關鍵蛋白酶，與病人預後不良有關，中國
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跨領域合作團隊結合基礎研究者、藥物開發專家、臨床醫師科學家、生
物資訊專家及醫藥生技公司以 ADAM9 金屬蛋白酶為治療標的物，開發之 ADAM9 抑制劑，
將可應用於多種癌症治療策略。
佘玉萍副教授表示，該團隊研究顯示，ADAM9 抑制劑可阻遏胰臟癌細胞中重要的促癌
惡化的突變基因 KRAS 的表現及活性，進而降低胰臟癌細胞的生長；新開發的抑制 ADAM9
蛋白酶活性的小分子抑制劑為新穎性藥物，已驗證具抑制肺癌、乳癌、胰臟癌轉移作用的臨
床前動物藥效；且通過安全性測試，可強化現有化療或免疫治療的抗癌效果，深具發展為臨
床抗癌藥物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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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跨領域研究團隊合影。

榮獲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的佘玉萍副教授、吳永昌
講座教授、楊顓丞助理研究員、張永俊助理研究員、
鄭維中副教授、葉俊杰副教授、吳恒祥助理教授及
順天生技劉乃菁資深協理等 8 人。

佘玉萍副教授表示，該團隊擬研發產品為 ADAM9 小分子抑制劑，可針對不同癌症的化
療藥物合併使用，且有良好的藥效協同性，在開發上有領先之基礎；未來如能順利通過臨床
試驗並上市，預期能延長晚期病人的存活期，減少開刀後復發，降低龐大醫療支出與社會成
本，並提升病人的生活品質。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2/02 17: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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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開發「醫療 AI 孵化器—雲端生醫大數據平台」
本校產學合作廠商長佳智能公司
榮獲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之殊榮

人

工智慧（AI）結合臨床醫療數據逐漸形成一股智慧醫
療的熱潮；中國醫藥大學產學合作廠商長佳智能公司

運用大數據優勢，創新開發「醫療 AI 孵化器—雲端生醫
大數據平台」，進而優化茁壯成醫療臨床應用為主軸的醫
療 AI 產品，為大健康產業實現更多的創新運用，榮獲今年
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 - 企業新創獎之殊榮，陳明豐董事長
於 1 日下午在南港展覽館 2 館接受副總統賴清德等頒獎表
揚。
長佳智能公司獲獎項目為一套創新的「醫療 AI 孵化
器 - 雲端生醫大數據平台」，針對雲端運算基礎建設所需
硬體設備與軟體研發進行系統整合，打造出一個資料具保
密性、安全性，而且是處在一個雲端高速運算環境的雲端
生醫大數據平台；再經過系統化的平台功能設定與驗收後，

賴清德副總統親自頒獎陳明豐董
事長—長佳智能。

目前已將雲端生醫大數據平台功能第一階段即將建置完成
並預計進行初步臨床醫療資料集傳輸作業。
長佳智能董事長陳明豐表示，該公司致力於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在預防醫學、數位醫療以
及精準醫療之創新應用，已累積龐大醫療數據、高度研發能量以及高速演算能力，團隊成員
經實地了解各科臨床醫師期望與痛點，自主研發的軟體醫療器材為人工智慧（AI）的應用程
式，優化與縮短醫療照護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效率，有助於提升醫療及健康品質。
長佳智能研發長王帝皓表示，雲端生醫大數據平台從 2019 年計畫啟動迄今，第一階段
預期將整理出 54 萬筆臨床醫療影像資料集，可提供各科別專業醫師或人工智慧（AI）技術
專家們進行模型訓練，目前已上架的測試資料庫可識別的單一病灶約為七種以上，未來資料
庫擴充後，透過病灶標記與醫療報告互相組合後，將能產生多樣化的大健康產業相關應用。
另一方面，雲端生醫大數據平台不僅可應用於建立自己的醫療人工智慧（AI）模型，若
已經有人工智慧（AI）模型且想要使用外部資料庫驗證準確率的擁有者（AI 工程師或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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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本平台上將提供的豐富的臨床醫療資料
集讓全世界的人工智慧（AI）專家、數據專家、
健康相關產業公司與醫療機構進行模型的準確率
測試，最終結果將產出一份人工智慧準確率報告，
讓研究學者與相關業者的人工智慧（AI）模型在
使用有答案的臨床醫療資料後，能獲取到最接近
臨床觀點的數據來證明自己的模型。
王帝皓研發長表示，該公司在 2019 年完成了

洪明奇校長代表與長佳智能公司董事長陳
明豐簽署合作備忘錄。

「骨齡 AI 輔助判讀系統」、「染色體 AI 異常判
讀」、「心電圖 EKG 輔助判讀系統」等…多項醫
療人工智慧（AI）輔助應用並完成醫療人工智慧
（AI）雲端伺服器服務於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體系的 16 家醫院，落實醫療人工智慧（AI）於醫
院門診當中。
未來，長佳智能期望在人工智慧（AI）之應
用上，除了為新世代醫療輔助角色外，並實現健

長佳智能公司菁英研發團隊。

康大數據管理醫療科技服務，為全球相關產業及
民眾健康盡最大心力。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2/02 1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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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 AI 自動診斷心肌梗塞心電圖判讀
本校附設醫院跨領域合作團隊研發成果
榮獲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

心

肌梗塞急診患者佳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跨領域合作團隊研發 AI 自動診斷心肌

梗塞心電圖判讀，搭配資訊系統提升，結合心臟
與急診醫護團隊，提供急診病患最即時、充分與
有效的醫療照護，榮獲今年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
殊榮，於 1 日下午在南港展覽館 2 館接受大會表
揚。
中國附醫心臟血管系跨領域合作團隊獲獎

張坤正副院長團隊獲獎表揚。

的項目是：『24/7 急性心肌梗塞智能輔助系統』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sisted Autodiagnosis of
ST-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24/7），團隊成
員包括，張坤正副院長、王宇澄主治醫師、陳科
維主治醫師、資訊室主任楊榮林、蔡秉岳 AI 中心
工程師、長佳智能研發長王帝皓、法規部經理蘇
美芳及謝柏欣工程師等 8 人。
計 劃 主 持 人 張 坤 正 副 院 長 表 示， 心 臟 病 高

張坤正副院長主導開發 AI 自動診斷心肌梗
塞心電圖判讀。

居台灣死亡原因第二位，每年耗用的醫療資源相
當龐大，其中以急性心肌梗塞最嚴重；健保署統
計，2018 年因為心肌梗塞去看醫生的患者有 4 萬 8 千多人，而且每八個患者就有一個人不
滿五十歲，已經有年輕化的趨勢。
一般來說，急性 ST 段上升急性心肌梗塞（S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醫
療準則建議由病患踏入急診，到心導管恢復心臟血流時間，即用氣球擴張恢復心臟血流的這
段時間（Door-to-balloon time, D2B）應在 90 分鐘內。可是許多患者的 D2B 時間仍會超過 90
分鐘，其主要瓶頸有二：1. 部分 STEMI 病患症狀不典型，導致心電圖檢查延誤；2. 心電圖
沒有即時正確判讀，延遲啟動心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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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坤正副院長表示，本團隊先前用 AI 針對 12 種心律不整，建立快速準確的分類系統，
發表於國際期刊（Can J Cardiol，2020），並以此為基礎，新開發出 ST 上升型心肌梗塞的
AI 心電圖判讀系統，其準確率相當於心臟專科醫師，勝過內科或急診醫師。另外合併由本
院胸痛中心資料庫歸納出的不典型症狀評分系統（ASAP score），依年紀（Age）、性別
（Sex）、不典型症狀（Atypical presentation）以及過去病史（Past history）來篩選出高風險
病患，導入人工智慧（AI）輔助心電圖診斷來提醒第一線急診醫師，儘速執行心電圖檢查、
判讀並拯救心肌梗塞的病患。
況且，國內許多中小型醫院，以及偏鄉離島等醫療資源不足的地方，往往缺乏足夠心臟
科醫師，導致上述急性心肌梗塞之判讀與處置延遲，因而增加病患之死亡率；即使在醫學中
心，因醫院規模與病患數量龐大，心臟科醫師也未必有足夠時間可隨時協助心血管急症心電
圖之立即判讀。
中國附醫從 109 年 6 月 1 日起運用新開發之
ASAP score 與 AI 輔助 STEMI 心電圖判讀系統，
以提醒急診醫師，讓這一群沒有典型心肌梗塞症
狀，卻又可能藏有急性心肌梗塞危機患者及時接
受心電圖檢查，並以 AI 快速判讀每張心電圖後發
出警示訊息，以避免延誤治療之情形，進而提升
病患照護品質。
該 團 隊 開 發 的 ASAP score 及 導 入 人 工 智 慧

張坤正副院長跨領域合作團隊。

（AI）輔助心電圖診斷系統執行初步成果如下
（109 年 6 月至 109 年 10 月）：
1. 快速診斷 STEMI：急診共執行 21035 份心電圖檢查，系統發送 213 通 AI 診斷 STEMI
簡訊，有 171 份心電圖確診為 STEMI，42 例為偽陽性個案，準確度高達 80%。
2. 縮短 D2B 時間：AI 系統導入後 STEMI 的 D2B 中位數時間與導入前 6 個月（共 120
位病患）相較，由 61 縮短為 53 分鐘。
3. ASAP score 篩檢高風險病患：共有 3 位 STEMI 病患以不典型症狀表現，與導入前 5
月 1 日到 5 月 25 日的資料比較，執行心電圖時間從 29 縮短至 5 分鐘。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2/02 17: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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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的免疫細胞治療技術
本校附設醫院細胞治療中心獨創奈米平台式技術
榮獲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表揚，
成果發表於世界尖端期刊《Nature Nanotechnology 2018》

免

疫療法的突破帶來了治癒癌症的希望；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細胞治療中心與交通

大學跨校科研團隊以奈米科技為主軸，開發出具
有免疫調節功能的磁性褐藻醣奈米平台式技術，
能夠將免疫檢查哨抑制劑精準的送達腫瘤位置，
大幅提升治療的效果，造福更多的患者，榮獲今
年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殊榮，於 1 日下午在南港
展覽館 2 館接受大會頒獎金表揚。

鄭隆賓院長團隊獲獎表揚。

中國附醫與交通大學跨校科研團隊獲獎項
目；『開發靶向性硫酸多醣酯之磁性奈米技術平
台：結合診斷、治療、追蹤之三合一精準療法』
（Immunomagnetic nanocapsule functionalized with
sulfated polysaccharide as a theranostic platform
technology to achieve precision immunotherapy）。
研發團隊成員包括，中醫大生物醫學研究所特聘
教授徐偉成兼附設醫院轉譯醫學研究中心副院
長、中國附醫器官移植中心榮譽院長鄭隆賓教授

鄭隆賓院長帶領導的免疫細胞治療團隊榮
獲 2020 未來科技突破獎殊榮。

兼細胞治療中心榮譽主任、中國附醫細胞治療中
心助理研究員江智聖、以及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陳三元講座教授。
計劃主持人江智聖博士表示，免疫檢查哨療法雖已被認為是腫瘤治療上的重大突破，但
此療法只對少部分病患有效，且有免疫相關副作用的風險；另一方面，雖然免疫細胞療法已
經對癌症臨床病患帶來許多治療成功的曙光，但其複雜且較長的體外培養及檢測過程，因此
若能加速整個療程的時間，將能大幅提升病患的生活品質。
該團隊深耕奈米科技於藥物傳遞系統領域結合癌症治療應用的技術整合，於篩選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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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後，選定褐藻醣進行測試，並於結合氧化右旋
糖酐及磁性奈米氧化鐵粒子後，首創一中空的磁性
多醣奈米結構。此奈米結構的表面預留了許多官能
基，可以輕易標定抗體或生物記號，中空的核心也
能夠包覆藥物，在結合具有免疫調節功能的褐藻醣
及能夠作為顯影劑的氧化鐵奈米粒子後，成為一整
合診斷、治療、與追蹤功能於一身的奈米平台式技
術。
鄭隆賓院長表示，團隊發現磁性褐藻醣奈米粒
子能夠以單一系統同步啟動多道免疫抗癌路徑，並

鄭隆賓院長（中）、徐偉成副院長（右）
與助理研究員江智聖團隊開發免疫細胞治
療技術。

證實在多種癌症系統中逆轉腫瘤微環境，有效抑制
腫瘤生長，觸發免疫記憶性，進而抑制腫瘤擴散及復發。重要的是，磁性褐藻醣奈米粒子能
夠直接於體內活化免疫系統，有潛力將細胞療法的療程由數周縮短至數天，成為新世代的免
疫細胞治療技術，大幅提升治療的效果。
除此之外，此奈米粒子也具有靶向特定的細胞表面抗原的效果。陳三元講座教授表示，
此項特點將有助於在特定的腫瘤以及心血管疾病中進行標靶治療，更可透過核磁共振來得到
病灶位置的完整醫學影像，獲取更多資訊，並將診斷、治療、與追蹤的功能合而為一，不但
提供醫師更完整的資訊來解讀病情，更可為病患帶來更好的醫療品質。
徐偉成副院長表示，本團隊所開發的技術為一平台式技術，只要更換表面的抗體或藥
物，即可快速的成立新的產品線進行測試，在藥物開發上提供了一道更經濟也更迅速的策
略，能夠大幅降低早期開發的費用，並盡快進入市場，加強產品滲透率，提高經濟效率，在
學研界、工業製造、生技業、以及醫界皆可帶來正向的循環，可視為台灣於免疫治療中的重
要技術與里程碑。
中國附醫與交通大學跨校科研團隊研發此創新關鍵技術結合奈米技術與免疫檢查哨抑制
劑，成果發表於世界知名的一流尖端期刊 Nature Nanotechnology（2018），顯示國際高水平
的研究標竿同時肯定此技術帶來的重磅突破。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2/02 1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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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手術的突破性技術
本校附設醫院外科部技冠群雄
榮獲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外科部整形外科顯微
重建團隊在享譽國際的顯微重建外科權威

醫師陳宏基教授領軍下，於顯微手術重建領域持
續創新精進，又發展出“顯微架橋皮瓣”突破性
技術，凸顯組織工程再造特性，在整形外科重建
階梯中寫入新的里程碑；此尖端顯微重建技術在
今年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評選備受推崇，脫穎而
出獲獎，於 1 日下午在南港展覽館 2 館接受大會

陳宏基院長團隊獲獎表揚。

頒獎表揚。
榮獲今年國家新創獎的中國附醫外科部開
發的顯微重建手術突破性技術『顯微架橋皮瓣解
決 截 肢 危 機 』（Problem Solving for Amputation
Crisis-Vascular Cable Flap），是極俱挑戰性的顯微
重建手術。陳宏基院長帶領的顯微手術重建技術
團隊成員包括：方信元副院長、李建智主任、劉
恩瑋醫師、羅琪醫師等五人。

台灣整形外科重建手術權威陳宏基院長。

2019 年 榮 獲 醫 療 奉 獻 獎 的 陳 宏 基 醫 師 表
示，顯微重建手術結合眾多技術（a compound of
surgical techniques），在手術用顯微鏡底下操作以
達到突破人體肉眼可及的界限，適應症包含斷肢
重接、組織移植、頭頸部腫瘤切除後重建等，過
往許多精細的決定性步驟，如今都可透過顯微手
術的方式達成，而縝密的術前計畫及專業的手術
陳宏基院長偕醫療團隊合影。

團隊是成功的關鍵。
面對顯微重建手術技術挑戰，中國附醫團隊

269

重要研究成果選輯 2019-2022

創新發展出顯微手術突破性技術 - 顯微架橋皮瓣（vascular cable ﬂap），希望能以先進顯微
重建概念與方法突破上述極限；此一技術的特色在於運用顯微重建技術，依序串聯兩塊以上
血管莖或游離皮瓣，彼此血管吻合，藉由近端健康肢體的供應血管依序提供兩套自由皮瓣血
流，達成進階顯微重建的成果，成為困難重建領域的領頭羊。
陳宏基院長表示，顯微架橋皮瓣除了需具備純熟的顯微手術技術，亦須搭配有縝密的術
前計畫、病患評估，並強調團隊合作，避免過度延長手術時間而增加患者麻醉風險，由於其
凸顯「組織工程再造」的獨特性，也吸引眾多國際研究醫療從業人員來交流，包含美國梅約
醫學中心（Mayo clinic, Rochester MN, USA）等學者，亦已將相關研究發表在知名期刊，可
望在整形外科重建階梯（reconstructive ladder）中寫入新的里程碑。
除此之外，中國附醫外科部顯微重建技術團隊團隊並助力醫療外交，提升台灣的醫療形
象；在顯微整形重建方面，共有來自 26 國家、122 位外籍國際醫師來台灣學習，訓練執行
率達 100%。（目前期名額已登記至 2022 年），外籍醫師回國升教授者達 10 位，這些醫學
上的交流也都成為台灣躍上國際舞台的基石。
陳宏基院長快慰的說，我們有部分病人來自海外，南美曾經有七個國家在病患慕名來台
醫療，也成功完成多起複雜重建，讓病人重返正常生活，對台灣的醫療水準刮目相看；在日
本、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等先進國家也有 160 次國內外媒體露出，讓更多的國家可以
在世界舞台上認識台灣，彰顯台灣的醫療實力。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2/02 1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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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乾眼症」之預防與緩解
本校與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攜手合作
種苗育成藥用石斛新品種—種苗金皇一號石斛
榮獲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

中

國醫藥大學中草藥農林實驗場與農委會種
苗改良繁殖場攜手合作種苗育成藥用石斛

新品種，有助於預防與緩解乾眼症狀，並已取得
英國皇家園藝學會給與之學名及中華民國品種
權，登記為「種苗金皇一號石斛」。此項研發成
果榮獲今年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殊榮，於 12 月 1
日下午在南港展覽館 2 館接受大會頒獎表揚。
種 苗 金 皇 一 號 石 斛（Dendrobium Tosnobile

本校郭昭麟教授與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張定霖場長團隊榮獲今年國家新創獎。

‘Taiseed Emperor No.1’）為中國醫藥大學中草藥農
林實驗場場長郭昭麟教授、林文川教授團隊與農
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張定霖場長團隊攜手合作，
經人工種間雜交育成，為台灣首度以藥用植物利
用人工雜交育成供藥用材料品種，是由黃花石斛
（Dendrobium tosaense）和金釵石斛（Dendrobium
nobile）雜交選育而得，其優勢在於取得黃花石斛
生長快速的特性並掌握金釵石斛所含有的有效成
分，此研究已通過小鼠急慢性毒性分析，並且已
發表 2 篇 SCI 報告。

本校中草藥農林實驗場與農委會種苗改良
繁殖場合作團隊。

最令國人驕傲的，此種苗育成新品種已取得
英國皇家園藝學會（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RHS）正式命名為石斛新雜交種，正式學名
為 Dendrobium Taiseed Tosnobile，並於 2011 年申請通過中華民國品種權，登記為種苗金皇
一號。
中國醫藥大學中草藥農林實驗場場長郭昭麟教授表示，由於古籍石斛護眼之記載，但是
缺乏實驗證據，因此研究團隊以小鼠紫外線 B 誘發乾眼研究模式，探討金皇石斛萃取物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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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與緩解乾眼症狀之效果。
「種苗金皇一號石斛」已通過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局制定之「食品安全性評估方
法」，確認其食用安全無虞，安全性評估亦已發表 SCI 報告。
郭昭麟教授表示，台灣社會高齡化的趨勢難以逆轉，又加上空氣污染導致乾眼症狀愈趨
嚴重，據初步估計，目前台灣上班族群有乾眼症因而求助於眼科醫師者，至少有 60 萬人，
可謂影響很大。
「種苗金皇一號石斛」種苗育成的藥用石斛新品種，將有助於預防與緩解現代人流行的
文明病—乾眼症狀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2/04 16: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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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第 18 屆國家新創獎

癌症治療領先之技術
本校附設醫院質子醫學中心院長趙坤山研究團隊
榮獲第十八屆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殊榮

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質子醫學中心
院長趙坤山講座教授研究團隊，致

力於從癌症患者腫瘤內中發掘出“共享”
腫瘤新抗原來提升治療效果，透過產業
界的雙向合作，成功開發及優化安全有
效的腺相關病毒載體，此突破及領先之
技術，榮獲今年第十八屆國家新創獎—
學研新創獎殊榮，將於 12 月 23 日在台
北國際會議中心接受大會頒獎表揚。

趙坤山院長研究團隊榮獲今年國家新創獎殊榮。

趙坤山院長研究團隊獲獎名稱為
“共享”新抗原腫瘤治療疫苗「“Shared”
Neoantigen Cancer Vaccine」； 他 帶 領 的
學術與產業合作團隊成員包括：中醫大
醫學工程學院院長莊曜宇、臺灣大學公
共衛生學系副教授盧子彬、中國附醫轉
譯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兼副研究員黃智洋、
中醫大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學位學程助理

國際知名的癌症治療專家趙坤山院長指導研究團隊開
發領先之技術

教授李建樂、啓弘生物科技公司執行長
阮大同、陳俐穎主任、李佳欣經理、邱詮文經理及工研院生醫所呂瑞梅組長、鄭淑珍副理。
國際知名的癌症治療專家趙坤山院長表示，癌症發生率與致死率至今仍居高不下，儘管
近年來手術，藥物及治療設備不斷提升，近幾年「免疫療法」的進展帶來新的治療亮點並徹
底改變癌症治療策略，尤其是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和嵌合抗原受體 T 細胞療法的批准，除此之
外，隨著快速且低成本的次世代基因定序建立，腫瘤特異性抗原（腫瘤新抗原）的鑑定可開
發個人化腫瘤疫苗以活化腫瘤新抗原特異 T 細胞反應，進而提高免疫療法的治癒機會，個人
化腫瘤新抗原疫苗臨床試驗也證明其可誘發抗腫瘤免疫反應，提高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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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患者間腫瘤具有其腫瘤特異性和獨特
性（個人化），因此個人化一直是研發能廣泛使
用在不同病人 off-the-shelf 癌症免疫治療策略上的
最大障礙。
趙坤山院長研究團隊長期致力於從患者腫瘤
內中發掘出“共享”腫瘤新抗原來解決問題，並
同步發展腺相關病毒（AAV）載體系統以供患者
趙坤山院長研究團隊榮獲今年第十八屆國
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殊榮

未來進行臨床試驗。
成功研發出全球第一台具即時影像診斷的腫
瘤放射治療儀器的趙坤山院長說，研究團隊結合
次世代基因定序及蛋白質譜統合分析，發掘患者
間共享腫瘤新抗原，並開發及優化安全有效的腺
相關病毒載體，用於抗原遞送、增強腫瘤新抗原
表達、樹突細胞成熟以及增強 T 細胞對腫瘤毒殺
能力。AAV 腫瘤治療疫苗藉由合併局部腫瘤放射
治療來增強腫瘤新抗原釋放並克服腫瘤免疫抑制
環境，可達到 50% 以上小鼠腫瘤完全緩解，延長
存活時間。同時為提高 AAV 腫瘤治療疫苗的臨床

趙坤山院長（左）與研究團隊合影

應用，我們以非小細胞肺癌和結腸癌檢體進行基
因體學和蛋白質組學分析取得 20 種共享腫瘤新抗原，並在病人檢體中驗證能誘發 T 細胞免
疫反應。
趙坤山院長團隊突破及領先之技術，已成功優化載體裝載腫瘤新抗原基因片段，於載體
內裝載 PD1 阻斷片段及調節 PD-L1 之 miRNA 序列，經由動物試驗證明結合放射治療效益
相比於腫瘤新抗原疫苗 / 放射治療效益顯著提升，且經由精準定序確認共享型腫瘤新抗原基
因片段，可有效提升治療效果，並可提供現成的（off-the-shelf）治療生物試劑，縮短患者等
待時間，提高癌症治療效益。
此外，趙坤山院長團隊還連結產業界雙向合作，藉由合作企業的啟弘生物科技公司的
GMP 規格病毒量產製造及研發經驗，將可望加速商品化的進度，同時向美國食品和藥物管
理局提交 IND 申請，創造業界與學界雙贏的局面。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11/17 11: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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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防疫科技
本校兒童醫院科研團隊應用人類基因
重組肺泡表面蛋白 D 的片段，可減緩冠狀病毒感染
發表國際免疫學雜誌《Frontier in Immunology （免疫前沿）》

中

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院長王志
堯醫師帶領的跨校院科研團

隊，應用人類基因重組肺泡表面蛋白
D 的片段，能夠辨識冠狀病毒表面的
棘狀蛋白，進而阻止病毒感染侵入宿
主細胞，可減緩 SARS-CoV2 冠狀病
毒感染；此獨創防疫技術已申請美國
專利，榮獲今年第十八屆國家新創獎
殊榮，將於 12 月 23 日下午在台北國
際會議中心接受大會頒獎表揚。

王志堯醫師帶領的跨校院科研團隊榮獲今年國家新創獎殊榮。

王志堯院長跨校院研究團
隊獲獎的項目名稱：「人類基因重組肺泡表面蛋白 D 對新冠病毒的診斷及治療的應用
Administration with recombinant fragment of human SP-D (rfhSP-D)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infection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團隊成員包
括：嘉義基督教醫院醫學研究部吳昭良特聘研究員、成大醫院胸腔外科主任曾堯麟醫師、成
大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管理研究所陳健生、成大分子醫學研究所鄧景浩、成大生物科技與產
業科學系劉宗霖和許達觀、以及中國醫過敏免疫與微菌叢研究中心吳世欣副教授及謝妙禧博
士後研究員。
國際過敏免疫權威王志堯醫師表示，自 2019 年新冠肺炎 SARS-CoV2 病毒肆虐全球全
球，迄今已造成一億九千萬人感染，四百十六萬人死亡；根據 WHO 的指引與國際最新文獻，
於病程初期建議使用抗病毒藥劑與單株抗體，晚期併發症時使用類固醇與免疫調節劑，及搭
配 remdesivir 加速臨床改善；當時王志堯醫師投入這個研究主題主要因為希望透過多年實驗
室研究經驗找出可對抗新冠病毒之藥物，也做出一點對人類的貢獻。
人類肺泡表面蛋白 D（SP-D）主要表現在肺部的黏膜表面，是一種具有潛力的先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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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分子，可透過免疫監控來對抗肺部病原體的
入侵；過去研究已證實，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冠狀病毒的患者血清中含有較高含量的
SP-D，而 SP-D 能夠辨識 SARS 冠狀病毒表面的
醣化棘狀蛋白（Spike protein），並與 SARS 冠狀
病毒的 HCoV-229E 病毒株相互作用，以抑制病毒
感染人類支氣管上皮細胞。
王志堯醫師自攻讀牛津大學博士時即開始研

王志堯院長帶領的跨校院科研團隊

究肺泡表面蛋白 D 的結構生化特性，回國後繼續
深入坦討研究肺泡表面蛋白 D 對肺部相關疾病的
影響，包含找出人類肺泡表面蛋白 D 可透過 TLR
及 DC-SIGN 訊息路徑來抑制塵蟎誘導肺部巨噬細
胞及樹突細胞之活化，近年來發現 SP-D 基因變異
會導致 SP-D 功能改變且與慢性肺阻塞疾病之嚴重
度與臨床表現及病程預後相關聯，因此研究團隊
以 SP-D 基因多型性預測慢性肺阻塞疾病發生及預

本校兒童醫院院長王志堯醫師跨校院科研團
隊榮獲今年第十八屆國家新創獎

後之方法。
去年研究團隊於是應用人類基因重組肺泡表面蛋白 D 的片段（recombinant fragment of
human SP-D, rfhSP-D）能夠辨識 SARS-CoV2 冠狀病毒表面的棘狀蛋白（S1），並且阻止
SARS-CoV2 冠狀病毒表面的棘狀蛋白（S1）與細胞表面 ACE2 受體的相互作用，進而阻止
病毒感染侵入宿主細胞。預期在初期病毒感染階段使用 rfhSP-D，可減緩 SARS-CoV2 冠狀
病毒感染，有助於臨床治療或預防上應用。
王志堯醫師研究團隊進一步利用偽病毒系統，表現 SARS-CoV-2 S1 的病毒顆粒，來模
擬 SARS-CoV-2 感染細胞之過程，發現 rfhSP-D 可抑制此病毒感染，確認 rfhSP-D 對人類具
有保護效果。
王志堯醫師團隊這項創新防疫科技，發表於國際知名免疫學雜誌 Frontier in Immunology
（免疫前沿），並已提出申請美國發明專利。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11/22 11: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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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 PCR 智取箱”智慧化的檢驗機台
本校新竹附設醫院院長陳自諒研發團隊
榮獲第十八屆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殊榮

新

冠肺炎病毒疫情席捲全球，為有效防堵可能的醫院內
感染，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院長陳自諒醫師研

發團隊連結產業界雙向合作，研發“新冠 PCR 智取箱”智
慧化的檢驗機台，結合醫令條碼掃描自動報到系統，不僅
降低高風險員工跨單位的互相接觸，增加篩檢的便利性，
更大幅提升篩檢量能，榮獲今年第十八屆國家新創獎 - 臨
床新創獎殊榮，將於 12 月 17 日下午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接受大會頒獎表揚。
陳 自 諒 院 長 研 發 團 隊 獲 獎 名 稱：「 新 冠 PCR 智 取
箱 —零接觸自動報到領管系統 COVID-19 PCR E-box: a
self check-in and tube vending machine with zero contact」，
他帶領的醫務與產業合作團隊成員包括，中醫大新竹附醫

國內傑出的腹腔鏡手術醫師陳自
諒院長

阮春榮副院長、楊晶安檢驗科主任、林建佑總技師、張麗
禎小組長、謝嵩淮資訊室主任、楊豐銘助理程式設計師及
聯毅科技蘇閔財處長、鍾學志處長、黃思翰技術副理。
陳自諒院長表示，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疫情方興未艾，提升篩檢量能是必須的；為了防
堵可能的院內感染，保全醫療量能，台灣的健康指引建議醫院高接觸風險員工每星期採檢
COVID-19 PCR。目前各醫院的備管系統仍主要以細長型的抽血試管為主，其他較大的容器
仍皆以人工發放，不但耗費人力成本，病患等待檢驗的時間亦會拉長。
許多文獻顯示，有加保存液（virus transport medium, VTM）的深喉唾液（DTS）PCR 檢
測與鼻咽採檢 PCR 的結果相當，且能減少因鼻咽採檢不適可能產生的飛沫接觸風險，減低
醫院採檢人力等成本，因此機場及許多醫院的高接觸風險員工採檢皆以 DTS PCR 的方式進
行。
國內傑出的腹腔鏡手術醫師陳自諒院長說，為有效降低高風險員工跨單位接觸，減少行
政及採檢作業負擔，免除民眾戳鼻之苦並增加篩檢的便利性，中醫大新竹附醫檢驗科與聯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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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合作研發“新冠 PCR 智取箱”，結合醫令
條碼掃描自動報到系統，製成一台零接觸自動
報到領管系統，此機台可搭配本院 COVID-19
DTS PCR 檢驗項目，以客製化的模式推廣到預
住院病人 / 陪病家屬篩檢及其他醫療院所，也
可以和社區檢驗所或有定期篩檢 COVID-19 需
求的學校機關簽約代檢，在指定地點設置機台，
增進 COVID-19 PCR 廣篩效益。
這項科技防疫“新冠 PCR 智取箱” —

本校新竹附設醫院院長陳自諒（左六）研發團
隊榮獲今年第十八屆國家新創獎 -- 臨床新創獎
殊榮

零 接 觸 自 動 報 到 領 管 系 統 機 台， 大 幅 提 升
COVID-19 PCR 檢驗量能，具市場發展潛力，
其創新技術優勢包括：1. 透過掃碼，自動取管，
衛教影片，杯架式出口，民眾自採，感應式檢
體回收箱等流程達成“零接觸”；2. 以搭配之
保存液，保冷系統，及衛教影片標準化深喉唾
液 PCR 檢體收集及前處理；3. 有資訊管理系統
以掌握每時期篩檢狀況；4. 具便利補管設計，
包括模組化系統可盤式更換，line 通知等；5. 疫

陳自諒院長（中）與研發團隊合影

情過後可擴充為不同容器之備管機。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11/24 09: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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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厭軟骨缺損之病人以繞道腸道做食道重建手術
本校附設醫院整形外科團隊研發創新技術
榮獲第十八屆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殊榮

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整形外科團隊在享譽
國際的顯微重建外科權威醫師陳宏基院長

帶領下，運用先進顯微技術發展出創新高階的「以
繞道腸道做食道重建手術」，藉此解決患者吞嚥
功能異常的難題，也樹立了食道重建領域新的里
程碑，創造人類福祉，榮獲今年第十八屆國家新
創獎 - 臨床新創獎殊榮，將於 12 月 17 日下午在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接受大會頒獎表揚。
陳宏基院長醫療技術團隊獲獎的項目：「繞

陳宏基院長帶領的整形外科團隊榮獲今年
國家新創獎殊榮。

道腸道做食道重建手術解決會厭軟骨損傷或功能
異 常 Solution to epiglottis injury and dysfunction–
Diversion loop of free jejunum ﬂap」，他帶領的整形外科團隊成員包括，外科部方信元副院
長、李建智主任、劉恩瑋主治醫師、許家愷住院醫師，以及臨床合作的復健部部主任林千
琳、麻醉部主任陳坤堡、耳鼻喉部主任蔡銘修、耳鼻喉部喉科主任鄒永恩、神經部主任蔡崇
豪、醫學影像部主任陳永芳、血液透析科主任郭慧亮及一般外科主任楊宏仁。
享譽國際的顯微重建外科權威醫師陳宏基院長表示，台灣地區患有呼吸道與上消化道疾
病的民眾不在少數，不論是器質性或是功能性病變，許多此類型的疾病都可能影響到人體的
吞嚥、進食，嚴重者可能需要相關手術治療，但許多此類患者即便接受了相關的治療後仍有
吞嚥困難的情況，此種症狀在下咽部疾患的病人尤其佔多數，可能會有無法進食、會厭受傷
容易嗆咳而導致肺癌等現象，更甚需要長期依靠鼻胃管、腸胃造口、全靜脈營養給予來進行
營養支持。
據衛福部資料統計，目前居家照顧服務多為長期臥床行動無法自理的病患，高達 85%
比例為身上的管路照護，特別是鼻胃管為大宗，這類病患無法自己正常經由口進食，因此需
長期由鼻胃管餵食；健保資料庫近 20 年來，好發吞嚥困難診斷的患者高達 22511 人，一年
的健保支出約為一億三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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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樣病人，對於各國的整形重建外科醫
師都是一大挑戰。榮獲第 29 屆醫療奉獻獎的陳宏
基院長說，我們團隊研發並創新了新技術「以繞
道腸道做食道重建手術」，此為一種高階困難顯
微手術全新手法，其運用顯微手術的技巧加以縝
密的術前計劃而能達到重建的目的，藉此解決吞
嚥功能異常的難題，也樹立了食道重建領域新的
里程碑。
陳宏基院長醫療技術團隊在繞道腸道做食道

陳宏基院長帶領的整形外科團隊榮獲今年
國家新創獎殊榮

重建手術過程，大大降低傳統消化道重建帶來的
副作用；相較於傳統消化道重建手術，繞道腸道
做食道重建手術的特性便是有較低的滲漏率，較
低的術後消化道狹窄發生率，較好的吞嚥功能，
較少的消化道症狀。「以繞道腸道做食道重建手
術」最主要目的便是完成高階困難顯微重建之時，

陳宏基院長與來台研習的國外醫師合影

可以不必再受限於單一消化道途徑的進食路徑，
如此便可大大減低食麋經通過會厭進入呼吸道，
且外觀無甚異樣，患者接受度高，且能大幅降低管路照顧的社會成本支出。
最令人稱道的是，陳宏基院長還獨創以「腸道重建發聲器」，讓病人可以重新從口腔
進食並發聲，並成功完成多起複雜重建，使病人重返正常生活，這樣的創舉吸引了各國的關
注，許多的醫師慕名來台學習，將臺灣醫療軟實力發揮得既廣且深，讓更多的國家可以在世
界舞台上認識台灣。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11/26 09: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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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精準抗癌治療
本校衍生企業長聖國際生技公司
榮獲第十八屆國家新創獎—企業新創獎殊榮
「

再

生醫療」已躍為全球醫療新主流，以細
胞作為藥物或載體來治療疾病成為未來

醫學的發展趨勢；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尖端
醫研技術移轉的衍生新創企業長聖國際生技公
司，致力發展幹細胞療法、基因療法以及開創新
興療法，成功利用其腫瘤趨向性，傳遞治療腫瘤
之基因，可以使細胞療法變成一種規模化的現成
治療，極具商業價值；榮獲今年第十八屆國家新
創獎—企業新創獎殊榮，將於 12 月 17 日下午

鄭隆賓院長（左）、徐偉成副院長（右）
及許斐婷副教授合影

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接受大會頒獎表揚。
長聖國際生技是專精於細胞療法的新藥研
發公司，集結國內外醫療專業研發團隊與顧問
群，擁有高水準的細胞製程開發及生產技術，並
進行幹細胞及免疫細胞兩大類新興藥物研發，
此次入選國家新創獎的突破性醫研技術名稱：
「精準免疫幹細胞療法：雙基因修飾臍帶間質幹

長聖國際生技公司高階主管合影

細 胞 治 療 實 體 癌 症（Immune precision medicine:
Development of dual genetic engineering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immunotherapy for solid tumor）」。幹細胞技術研發團隊成員
有，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器官移植中心榮譽院長鄭隆賓教授、長聖國際生技公司副總經
理徐偉成、製程經理陳建霖、品管經理張其皓及中醫大生物科技學系副教授許斐婷。
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器官移植中心榮譽院長鄭隆賓醫師說，近年來細胞作為藥物或
載體來治療疾病已成為趨勢，其技術研發團隊的創新理念在於，我們將透過幹細胞具有的高
度腫瘤趨向性，開發做為基因治療遞送之幹細胞產品用於癌症治療。
目前全球之幹細胞相關產品多為骨髓間質幹細胞，然而骨髓間質幹細胞的取用方法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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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性且會造成捐贈者巨大疼痛，且有一定的風險。
為了更有效且更便利的獲得所需之治療細胞來源，其
研究團隊是採用臍帶間質幹細胞，其優越處在於細胞
的取得方式無侵入性，細胞獲取之操作流程更為容
易、且不會引起捐贈者的疼痛。更重要的是臍帶間質
幹細胞的增生速度比骨髓間質幹細胞快，較易達到臨
床治療所需之細胞數量。
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器官移植中心榮譽院
長鄭隆賓教授表示，這項創新為開發的「間質幹細胞
於癌症治療之應用」，以「非病毒基因修飾技術」建
立「雙基因」表現載體，使 UMSCs 表現自殺基因單
純性皰疹病毒胸苷激酶與程序死亡受體 1。搭配藥物
更昔洛韋誘導自殺基因產生旁觀者效應與遠端免疫反
應，激活自身細胞與其周邊細胞的死亡訊號與免疫調
節，促使癌細胞凋亡，同時避免 UMSCs 滯留之不良

長聖國際生技公司榮獲今年國家新創獎
殊榮。

效益。而程序死亡受體 1 與其配體 1 的交互作用，作
為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削弱腫瘤周邊免疫抑制微環境。UMSCs 將治療基因精準靶定癌細胞
後，啟動雙治療基因並搭配更昔洛韋，執行精準抗癌治療。
此一精準免疫幹細胞療法的創新特色在於，使用非病毒製程，安全性提升且可降低製造
成本；目前本團隊具有符合 GTP 實驗室，非病毒基因轉殖技術與製程成熟、且已累積多年
經驗，細胞治療產品產程已制式化、生產效率高；更重要的是，我們建立之基因修飾之臍帶
幹細胞為異體移植，可以使細胞療法變成一種規模化的現成治療（off-the-shelf），極具商業
價值。
其次，雙基因導入可使間質幹細胞同時具備免疫調節與腫瘤抑制效益，使其具備更有效
之腫瘤控制能力。目前研究團隊已透過肺癌細胞與動物模式證實，新開發之雙基因修飾臍帶
間質幹細胞，可有效抑制腫瘤生長並正向誘發腫瘤微環境之免疫細胞活化；治療遞送方式為
靜脈注射，遞送途徑可使間質幹細胞高度聚集於肺部，未來臨床範疇部分因遞送方式與積聚
位置特性已規劃肺癌為優先，且後續可修飾的基因種類較多元，亦可以透過奈米吞噬效應可
結合診斷、治療、追蹤之能力。
長聖國際生技公司係國內少數具有在產品研發階段中，即可產生營業收入之新藥公司；
衛福部於 107 年 9 月公布特管辦法，該公司提供國內醫療機構執行特管辦法所需的細胞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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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同時推動正在進行中之各項新藥臨床試驗，積極與國際生技公司進行授權技轉合作，或
引進國際藥廠合作開發，將可以有效推動新藥開發之進程及強化藥品上市後之潛力，對國家
社會做出最大之貢獻。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11/29 10: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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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苯甲酸鹽治療腦炎 Anti-NMDAR encephalitis 之創新療法
本校生物醫學研究所所長藍先元教授科研團隊
榮獲第 18 屆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殊榮

中

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長藍先元教授
科研團隊，領先國際提出苯甲酸鹽可以調

節 NMDA 受體，能改善 anti-NMDAR encephalitis
造成的精神與認知症狀，此一嶄新的治療法，也
能大大減輕健保和醫療上的負擔；榮獲第 18 屆國
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殊榮，於 110 年 12 月 17
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接受大會頒獎表揚。
國際知名神經精神藥理學家藍先元教授與馬
偕兒童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治醫師臧汝芬帶

藍先元教授與馬偕兒童醫院臧汝芬醫師接
受國家新創獎頒獎。

領團隊發表的「苯甲酸或其鹽及衍生物用於預防
或治療抗 N- 甲基 -D- 天冬胺酸受體腦炎之用途
（Benzoic acid or a salt thereof for use in preventing
or treating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研 究 成 果， 由 於 苯 甲 酸 鹽 對 抗
NMDAR 腦炎之治療醫藥市場上有巨大潛力和商

藍先元教授科研團隊榮獲第 18 屆國家新創
獎—學研新創獎殊榮

機，已獲得台灣專利，並已提出 PCT 國際專利申
請，可望發展為新一代 anti-NMDAR encephalitis 之創新療法。
中國醫藥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 生物醫學研究所長藍先元教授表示，在接受思覺失調症
住院治療的患者分析，有 7.6% 有抗 NMDAR 腦炎，所以部分非典型精神病表現源於自身免
疫功能障礙之抗 NMDAR 腦炎；進而言之，自身免疫疾病與許多精神疾病有密切相關，之
前被診斷思覺失調症患者，可能有 45% 的患者有自身免疫疾病，若干抗 NMDAR 腦炎在臨
床上可能被誤認為思覺失調症。
目前尚無對思覺失調症患者使用免疫療法的適應症。然而，有一些抗 NMDAR 腦炎患
者對免疫療法及抗精神病藥物療效不佳，因此，迫切需要開發新的治療，以期提升療效。
藍先元教授研究團隊近年執行許多領先國際之創新治療研究並發表成果，在國際間備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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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過去其研究團隊領先全球進行 D 型－胺基酸氧化酶（D-amino acid oxidase, DAAO）
抑制等新創機轉對 NMDA 調控之轉譯研究與臨床試驗，領域包括思覺失調症（舊名精神分
裂症）、失智症等。最近，為改善 anti-NMDAR encephalitis 之患者的新創治療，也獲得重大
成果。
榮獲 2016 年國際神經精神藥理學會頒發中樞神經藥物新創獎的藍先元教授欣慰的表示，
苯甲酸鈉帶給自體免疫精神病患新的希望，也對研發谷氨酸神經遞質調控藥物帶來最近進
展，這項發明使台灣對於 anti-NMDAR encephalitis 的新藥研發晉升世界領先地位。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2/01/10 09: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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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其他傑出獎項

致力中醫藥現代研究努力不懈
本校侯庭鏞教授榮獲 2019 年『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殊榮

中

醫藥是古人留下的巨大寶藏，中國醫藥大學中
醫學系侯庭鏞教授聚焦研究，獲取中醫藥大量

的實體數據，進一步應用於生技醫藥產品的開發，創
造中醫藥在現代研究的突破及生技產業的價值貢獻卓
著，榮獲 2019 年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的殊榮，稱得上
實至名歸。
曾榮獲經濟部國家發明創作獎及科技部傑出技
術移轉貢獻獎的侯庭鏞教授，長期致力於應用活體基

侯庭鏞教授帶領的研究團隊。

因影像、轉錄體學、蛋白質體學、新一代定序、生物
資訊和分子模擬等現代工具研究，以獲取中醫藥最大量的實體數據，用於探索疾病控制的新
靶點、機制和新穎成分，推動中醫藥在現代研究的突破。併合校內研究夥伴，結合台灣生技
廠商，建構台灣利基植物的高值開發，並進一步應用於相關生物技術和醫藥產品的開發，創
造中醫藥在生技產業的價值。
不僅如此，侯庭鏞教授研究團隊還透過中醫經驗與現代研究工具的整合，併合校內研究
夥伴建立世界知名中醫藥研究群落。實驗室已發表多篇引用次數超過 50 次到大於 100 次之
中醫藥相關論文，曾發表在“Biomaterials”期刊有關中醫藥活體基因影像的研究，也被選為
年度報告，開創中醫藥活體研究的新穎模式。
侯庭鏞教授表示，該研究平台結合中醫經驗在現代應用開拓上，率先發現屬於瓜科的中
草藥及食材含有降低血糖潛能之蛋白質，進一步首先鑑定確認此一蛋白活性片段—瓜科降血
糖胜肽具有胰島素受體標靶的特性，希望在未來能對日趨嚴重的糖尿病，有所貢獻。
對於榮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侯庭鏞教授衷心感謝校內先進的提攜、臨床醫師的指導、
同事間的幫忙、及研究團隊夥伴—羅欣宜博士、李佳橙博士的共同努力，有效開拓其現代研
究、應用、甚至是臨床思維的空間，進而結合台灣生技廠商，拓展中醫藥在生技產業的價
值。他也不忘感謝一生最緊密的研究夥伴及人生伴侶—項千芸老師，無窮無盡的付出與努力。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4/19 15: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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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科學的樂趣

做偉大的夢想！

本校榮獲科技部《沙克爾頓計畫》帶領研究團隊突破科學極限

科

技部今年推出領袖學者助攻方案《沙克爾頓計
畫》，中國醫藥大學研究團隊在癌症生物醫學領

域表現優異獲雀屏中選；此計畫主持人副校長王陸海
院士充滿信心的說，相信有助於提升有潛力的年輕研
究者之學術生涯發展、強化年輕研究者之成就，期許
未來成為全球癌症生物學研究的領頭羊。
「沙克爾頓」是一位勇敢挑戰極限的南極探險家
「做別人不敢做的夢」；科技部為鼓勵傑出學者帶領
研究團隊突破科學極限，培育具國際聲望之研究團隊，

王陸海副校長與《沙克爾頓計畫》獲
選的領袖學者顏宏融、佘玉萍及馬文
隆三位副教授合影。

並提供優秀研究人員充沛資源，持續投入突破性研究，
今年推出《沙克爾頓計畫》，申請人須為曾獲國際殊榮或年齡在 45 歲以下且研究成果優異
的人員，總預算編列兩年共 4.5 億元，以期提升我國科研團隊之國際聲望與國際影響力。
中國醫藥大學研究團隊是科技部獲選的全國兩所大學之一。此計畫主持人為副校長王
陸海講座教授，他在癌症生物學領域有豐富的學術研究領導與管理經驗、深厚的國際學研連
結，曾獲多項國內及國際殊榮，相信能帶領研究團隊成員更上層樓。
《沙克爾頓計畫》第一波獲選的領袖學者是顏宏融、佘玉萍及馬文隆三位副教授；此計
劃的目標是幫助這三位年輕學者研究能量再晉級，提高他們的研究成果和國際知名度來加速
他們的學術生涯。
王陸海講座教授進一步表示，該計劃將會培養這些年輕科學家成為各領域的領先研究人
員，在研究能量提升方面，將聚焦探討腫瘤進展、轉移和復發的分子基礎的了解。進而推出
用於開發預後工具和治療藥物的新型生物標記物，這些標記物有可能使廣大癌症患者受益。
「相信自己可以；」中醫學院顏宏融副教授表示，林書豪不因為別人認為華人不會打籃
球的刻板印象而氣餒，相信自己，盡力而為，聽起來「簡單」，卻是一件「不簡單」的事。
顏宏融、佘玉萍及馬文隆三位年輕的領袖學者感謝王陸海副校長，帶領他們一起啟程，
成為「沙克爾頓計畫」的成員，享受科學的樂趣，做偉大的夢想！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7/29 1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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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罕見疾病患者點上一盞不熄的燈
本校副校長蔡輔仁醫師
榮獲 2019 年「台灣醫療典範獎」實至名歸

中

國醫藥大學副校長蔡輔仁醫師用心投入台
灣罕見疾病的研究與醫療照護，同時成立台

灣第一個「罕病藥物物流中心」及「台灣罕見疾
病組織資料庫」，並帶領研究團隊發表台灣第一
篇由基因角度來解釋川崎氏病的致病機轉，對於
台灣兒童川崎氏病的診斷與治療貢獻卓著，榮獲
2019 年「台灣醫療典範獎」殊榮，於 11 月 9 日在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的第 72 屆醫師
節慶祝大會中，接受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頒獎

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蔡輔仁醫師榮獲 2019
年「台灣醫療典範獎」實至名歸。

肯定。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於 9 日下午假
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辦第 72 屆醫師節慶祝大會暨資
深醫師及醫療典範獎頒獎典禮，蔡英文總統出席
致詞時，感謝獲獎醫師對台灣醫療服務之長期付
出與貢獻，共同守護全民健康，她也承諾改善醫
師勞動條件與整體環境，期盼讓國人擁有更好的
醫療照護品質。
榮獲 2019 年「台灣醫療典範獎」的蔡輔仁醫
師為中國醫藥大學傑出校友。他有感於罕見疾病

蔡輔仁醫師接受衛福部陳時中部長頒獎表揚。

種類繁多、盛行率低且多為遺傳或基因突變所導
致，一般醫師較少研究願意投入這個領域，於是在 1990 年完成兒科住院醫師訓練後，決心
投入當時尚屬冷門科別的醫學遺傳學領域，師承台大王作仁教授，1992 年正式取得醫學遺
傳專科醫師資格，成為中部地區第一位醫學遺傳學專科醫師，投入照顧遺傳疾病與罕見疾病
的行列。
二十餘年來，蔡輔仁醫師為台灣罕見疾病患者提供全人照顧的環境努力耕耘，和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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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一起對抗疾病的挑戰，並利用各種現代科學，研究其病因，開發更準確的診斷方法，進
而發展有效的治療，舉其犖犖大者的傑出事蹟有：為台灣遺傳疾病病患建立基因診斷的本土
資料、成立台灣第一個「罕病藥物物流中心」、推動二代新生兒篩檢、積極推動病友照護計
劃，並參與政府政策及專家會議，協助成立「台灣罕見疾病組織資料庫」，建立罕見疾病的
治療準則，見證了台灣在罕見疾病之醫療照護上，已臻至歐美之水準。
尤其是，蔡輔仁醫師依據臨床經驗發現，台灣兒童之川崎氏病發生率較歐美人士高，
且引發嚴重心臟後遺症，為兒童後天性心臟病之主因，危害本國兒童健康甚鉅，但其病因不
明，於是試圖運用遺傳學之技術，幫助川崎氏病患者。在 2004 年，蔡醫師與研究團隊率先
發表台灣第一篇由基因角度來解釋川崎氏病的致病機轉，之後更與中央研究院合作，進行了
一系列川崎氏病與其併發症的基因關聯性及功能性研究，其中在 2012 年時，利用全基因關
聯性研究，找出 BLK 與 CD40 兩個免疫相關基因；此重大發現與日本理化研究所的研究結
果互相吻合，兩篇文章同時發表在最頂尖的科學期刊中。
這項研究成果，不僅讓台灣遺傳研究在國際上大放光彩，更重要的是，為研發預防心臟
後遺症的藥物，開啟了新的契機。十年磨一劍，蔡醫師執著的研究，對於台灣兒童川崎氏病
的診斷與治療提供重大的貢獻。
蔡輔仁醫師獲獎以感性的口吻表達內心的謝意說，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及台灣黏多
醣症協會是我行醫多年的動力及支柱，有著堅強的革命感情，沒有這些動人的背景，一路走
來肯定令人沮喪而且無趣，還有一路相挺的朋友們，有您們真好！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11/14 1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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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原鄉醫療及銀髮族照顧的推手
本校副校長林正介醫師
榮獲 2019 年「台灣醫學貢獻獎」表揚

中

國醫藥大學副校長林正介醫師秉持「全人照顧」的行
醫信念，從原鄉開始實踐自己對弱勢的愛與關懷，20

餘年來，積極參與原鄉醫療服務及高齡長者照顧，憑藉豐
富的行政歷練與卓越的領導能力，推動醫學教育學制改革，
並參與台灣醫學院評鑑（TMAC）及醫院評鑑，提升臺灣
的醫學教育水準貢獻卓著，榮獲今年「台灣醫學貢獻獎」
殊榮，於 11 月 9 日在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的

林正介副校長榮獲 2019 年「台
灣醫學貢獻獎」表揚。

第 72 屆醫師節慶祝大會接受頒獎表揚。
榮獲「台灣醫學貢獻獎」肯定的林正介醫師為中國醫
藥大學傑出校友；他在醫師父親的身教與薰陶下，於 1991
年開始推動「南投信義鄉整合性照護 IDS」，並投入社區
醫療群家庭醫師整合照護，深耕社區老人健康營造，林正
介醫師長期為偏鄉提供「醫界 7-11 社區照護不打烊」健康
促進措施，照顧原鄉居民的醫療與銀髮族生活需求，這份
熱情與堅持的付出貢獻，曾榮獲全國第三屆「健康促進貢
全國醫師公會聯合會邱泰源理事
長與大會主席林正介醫師合影。

獻獎」肯定。
長期關懷原鄉及銀髮族照顧的林正介醫師也有著深厚
的管理經驗，於 2001 年至 2009 年擔任中醫大附設醫院院

長期間，在蔡長海董事長領航下，渡過數次醫療環境的檢核與考驗：SARS 事件、三次新舊
制的醫院評鑑、「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評鑑等；完成校院軟、硬體建設，包括新院區規劃
興建及豐原、台北等分院及監獄培德專區的成立；及學校改制大學、TMAC 評鑑等，展現具
卓越的領導能力。
曾任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理事長、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董事長的林正介醫師亦發
揮其家庭醫學及老年醫學專業背景，帶領團隊承接國健署高齡營養健康促進方案，開發老人
均衡飲食的桌遊教育模組，照顧高齡長者寓教於樂，並參考世界衛生組織的策略，衡量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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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介副校長與全國醫
師公會聯合會邱泰源理
事長在會場合影。

林正介副校長與出席亞太地區老年學暨老
年醫學會研討會的貴賓合影。

行政院長蘇貞昌院長受邀出席「亞
太地區老年學暨老年醫學國際研討
會」與大會主席林正介醫師合影。

的高齡友善環境狀況並提出政策建議，以社區為導向營造高齡友善環境。
不僅如此，林正介醫師在 2012-2018 年擔任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理事長任內，推動
台灣老年醫學接軌國際，積極爭取在台灣舉辦國際研討會，除了在 2014 年主辦亞太老年醫
學聯盟（APGN）的亞太地區會議（APGC）之外，更於今（2019）年擔任第 11 屆亞太地區
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研討會（IAGG-AOR 2019）大會主席，廣邀世界重量級老年學專家學
者參與，來自 37 個國家逾 3000 位專家學者於 10 月 23-27 日齊聚台北進行交流，提高台灣
的能見度及增進老人福祉。林正介醫師不僅為台灣醫學的進展貢獻所學，更將在兩年後接任
亞太地區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的理事長，推動亞太地區各國老年學及老年醫學之交流，並協
助日本老年醫學會籌劃 2023 年的亞太地區會議，以宏觀的服務理念，促進國際高齡健康福
祉之進展。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11/21 14: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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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其他傑出獎項

發展幹細胞療法和新藥開發之先驅研究
本校生物醫學研究所教授徐偉成醫師
榮獲 2020 年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殊榮

中

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徐偉
成醫師帶領臨床醫學團隊，近年致力發展

幹細胞療法、基因療法以及新藥開發在臨床治療
有相當傑出的醫療突破成就，造福腦中風及其他
神經功能損傷患者，對抗人類惡性腫瘤貢獻卓著，
榮獲今年 2020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的殊榮，稱得上
實至名歸。
徐偉成特聘教授長期致力於幹細胞及腫瘤之
轉譯研究及 prion 蛋白之研究，為能落實基礎醫學
研究成果運用在醫院臨床醫療，他帶領生物醫學

徐偉成教授榮獲 2020 年科技部『傑出研究
獎』殊榮。

研究所結合本校附設醫院『轉譯醫學研究中心』
團隊，進行相關疾病之診治、研究及臨床試驗，積極發展幹細胞療法、基因療法以及新藥開
發，開創各類神經疾病的新療法表現亮眼。
鑑於急性腦中風是國內十大死亡原因中之第二位，每年有超過十萬人經歷或大或小的腦
中風，是成人殘障的主因；徐偉成醫師觀察，現今腦中風後期以復健及其他預防性之保守療
法為主，疾病之預後不佳，多半為行動不便須家人照料，造成社會及國家資源之耗損。
為此，徐偉成臨床醫學團隊研究找尋一種可以使新細胞再生，做為根本治療腦中風的方
法，乃利用嗅組織幹細胞（olfactory stem cells）來進行腦中風臨床前期之動物實驗，其結果
發現嗅組織幹細胞不僅可分泌釋放許多神經生長因子來促進缺氧之神經細胞復原，並且嗅組
織幹細胞本身亦可使神經細胞再生及神經纖維再連接，所以因此腦中風鼠之神經功能有非常
好之恢復，這項『腦中風之嗅幹細胞治療』新創優勢技術成果，幫助更多腦中風及其他神經
功能損傷個案，能恢復其身體活動功能，並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
在精準醫學的理論帶領下，徐偉成研究團隊經過詳細之分子機轉研究發現，在雜錯多型
之人類間質幹細胞中，具單ㄧ族群標誌（homogenous）之細胞會表現類胰島素生長因子 1 號
接受體（IGF1R），其自我複製與多重分化的特性是極具潛力的替代性標記，能促進臍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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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幹細胞移植的高成功率。
於體外細胞實驗中，針對兩大分子訊息傳遞路徑的類胰島素生長因子 1 號╱接受體
（IGF1R/IGF1）及 4 號趨化因子受體╱基質細胞衍生因子（CXCR4/SDF-1），探討其雙向
交互作用，並進一步在大鼠模式中呈現精準醫學實例，若移植表現 IGF1R 的臍帶間質幹細
胞與 SDF-1 之間產生雙向交互作用，可改善心臟及神經的功能。
眾所週知，「癌症」是人類的頭號殺手。徐偉成醫師表示，目前在臨床上的治療以手術
切除加上化學藥物治療為主，然而這些治療對於癌細胞並沒有特異性，目前在眾多候選新式
癌症治療方法中，以免疫療法最受被人期待。
徐偉成教授帶領導臨床醫學團隊以先進的生醫材料合成及奈米結構製備技術為基礎，透
過奈米藥物載體設計，開發「以褐藻醣奈米結構實現精準合併免疫療法之平台式技術」，能
大幅提升免疫檢查哨抑制劑療效與降低其副作用，預期可以對腫瘤治療帶來一大突破。
除此之外，徐偉成臨床醫學團隊在新藥開發研究方面，開發跨領域之奈米材料之載體
並結合磁性導引之技術，分別進行幹細胞之導引應用於腦中風之動物治療以及包覆免疫檢查
點抗體之新穎抗癌治療多種癌症，此多項發明已向歐美日中申請專利，並已發表多篇學術論
文。
徐偉成臨床醫學團隊研究「腦中風之嗅幹細胞治療」、「開發間質幹細胞治療相關之精
準醫學的臨床應用」、以及「以褐藻醣奈米結構實現精準合併免疫療法之平台式技術」臨床
醫學研究成果斐然，分別榮獲第十二屆、第十四屆國家新創獎表揚。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3/24 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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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源自於生活
本校研發團隊參加「2020 俄羅斯阿基米德
國際發明展」大放異彩，榮獲 2 金 1 銀佳績

中

國醫藥大學國際事務長楊良友與牙醫學院傅立志院
長、 劉 沖 明 教 授 帶 領 的 研 發 團 隊， 參 加 今 年「 第

二十三屆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大放異彩，榮獲兩
面金牌及一面銀牌獎佳績。其中，新創發明「電漿殺菌系
統在大眾運輸車廂之應用」已完成技轉，並導入廠商運用
於捷運公司車廂，對全球新冠肺炎防疫擔負國門第一道機
場防線作出貢獻。
中國醫藥大學研發團隊榮獲今年「第二十三屆俄羅斯
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亮麗佳績，分別是：醫學系楊良友
教授團隊參展作品「組合式醫療植入物」榮獲金牌獎、牙
醫學系劉沖明教團隊參展作品「電漿殺菌系統在大眾運輸
車廂之應用」榮獲金牌獎、牙醫學院傅立志教授團隊參展

2020 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
展金牌獎狀

作品「天然珊瑚在可注射骨移植中的應用創新」榮獲銀牌
獎。
2020 年「第二十三屆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於 3 月 24 日至 27 日在莫斯科由俄
羅斯聯邦工業產權局（FIPS）主辦，有來自 25 個國家包括台灣、俄羅斯、克羅埃西亞、塞
爾維亞、馬其頓、波蘭、捷克、沙烏地阿拉伯、印尼、馬來西亞、埃及、泰國、葉門、南
非、瑞典、阿聯酋、白俄羅斯、烏克蘭及斯洛維尼亞等，共 520 件作品參展，經由專家及國
際評審會議選出優勝作品。
榮獲金牌獎的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楊良友教授團隊參展作品「組合式醫療植入物」，
此發明為一種由人工骨板單元所組成的醫用植入物，可用於顱骨缺損或顱顏顎面缺損重建的
外科修復。以人工骨板單元組合成補骨片作成可彎折的板體，包含複數相互連接的補骨片單
元，藉由許多小塊的補骨片單元組合並且彎折成與顱骨缺損部位的形狀相吻合的大塊組合式
補骨片，此補骨片的硬度比骨頭更高且於製造上可避免對昂貴的醫療材料進行切削加工造成
的材料浪費，更可以節省製造時間；於醫療臨床應用上，在治療顱骨缺損及顱顏顎面缺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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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上的組合性及操作性非常方便，可以有效節
省臨床手術的時間。
榮獲金牌獎的中國醫藥大學牙醫學系劉沖明
教授帶領牙醫系碩士班學生蔡昀珊團隊參展作品
「電漿殺菌系統在大眾運輸車廂之應用」，此作
品是利用高電場電漿具備優異的殺菌與除味的能
力，且不會影響到冷氣循環效力之特性，將高電

獲獎的傅立志院長、楊良友國際長及劉沖
明教授研發團隊。

場電漿殺菌除味模組放置於軌道交通電聯車廂內
的入風口與出風口中，有效地處理車廂內與風道中因為旅客搭乘所產生的細菌與異味，以提
供車廂安全舒適的乘坐空間。
這項創新技術已完成技轉並輔導產學合作廠商成功導入桃園機場捷運公司直達車車廂
中，對全球新冠肺炎防疫擔負國門第一道機場防線作出貢獻。
榮 獲 銀 牌 獎 的 牙 醫 學 院 傅 立 志 院 長 及 劉 沖 明 教 授 帶 領 牙 醫 系 博 士 班 SYAMSIAH
SYAM、牙醫系口腔醫學產業碩士學生賴柏緯團隊參展作品「天然珊瑚在可注射骨移植中的
應用創新」，係以珊瑚為原材料，將珊瑚改質為磷酸鈣結構，並搭配流動性硫酸鈣，使其以
注射的方式應用在牙科與骨科的骨修復上。產品的特色在於天然的多孔結構，相較於其他人
工多孔陶瓷，有較佳的相容性與強度。且因為來源為珊瑚，相較於市面上的豬骨或牛骨，沒
有宗教、信仰與感染風險的問題。
根據研究結果，MedCoral Injectable bone graft 具有良好的操作性與生物安全性，目前已
接受產學合作廠商之計畫委託，完成各種特性分析，進行相關認證，上市後即可造福疾病患
者。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4/10 10: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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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風濕性關節炎」新穎性檢測法銜接產業商品化
本校蔡嘉哲教授帶領的免疫醫學研發團隊
榮獲科技部「育苗專案計畫」雀屏中選

榮

獲 2019 國家新創獎的中國醫藥大學免疫醫
學研發中心主任蔡嘉哲教授研發團隊，創

新研發的新穎性胜肽能作為診斷類風濕性關節炎
之檢測方法，經科技部審查評估具有產品導向及
市場應用潛力，榮獲今年學研成果銜接產業開發
商品的「育苗專案計畫」獎助，預期能使病患早
期診斷並提早治療，有效降低後續的醫療負擔並
提升生活品質。

蔡嘉哲教授帶領的免疫醫學研發中心團隊

蔡嘉哲教授研發團隊雀屏中選的育苗計畫
名稱為「精準性檢驗類風濕性關節炎之診斷套
組 」Precision Test Kit for Diagnosi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簡言之，即是以一種新穎的血清檢查方
法來診斷類風濕性關節炎的新穎診斷檢測方法。
中國醫藥大學免疫醫學研發中心主任蔡嘉
哲教授表示，類風濕性關節炎屬於一種慢性發
炎且具破壞性的自體免疫疾病，其影響全球人
口 0.5-1%；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與 牙 周 病 有 密 切 的

蔡嘉哲主任帶領團隊參展

關係，而牙周病主要的致病因子為牙周致病菌
（Porphyromonas gingivalis），此菌會產生許多有毒因子，像是牙齦素（gingipains），其中
含有多段 domain 包括了 RgpA（arginine gingipain）及 Kpg（lysine gingipain）。
目前，診斷類風濕性關節炎之方法以檢查類風濕性關節炎因子（rheumatoid factor, RF）
及抗環瓜氨酸抗體（antibodies against citrullinated protein antigens, ACPA）二種方法為主，但
仍有至少 1/3 的類風濕性關節炎病人對於 RF 或 ACPA 反應為陰性。
世界免疫學會臨床專家蔡嘉哲教授研發團隊發現，牙周致病菌中一段新的胜肽可用於診
斷類風溼性關節炎。在 RF 及 ACPA 雙陰性的病人，以此新型檢測方法還可檢測到超過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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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具陽性抗體。而加上本方法檢查時抗體陽性比率可從 54.6% 增加到 80.2%，顯示此新穎
的血清檢查方法可增加診斷的敏感度及特異度。
為促進學研成果銜接產業開發商品，蔡嘉哲教授研發團隊參加了中國醫藥大學 107 年度
「生醫與醫材轉譯加值人才培育—Anchor University 計畫」培訓，多次進行智財佈局、商
品化之課程訓練及規劃，不僅去年獲得第 16 屆國家新創獎之殊榮，並於今年 5 月獲通科技
部「育苗專案計畫」獎助，預期將可更加速此新穎性胜肽商品化之過程。
RF 於 1987 年時為第一個被用來診斷類風濕性關節炎，ACPA 於 2010 年成為第二個被
使用，蔡嘉哲教授研發團隊期望未來此新穎性胜肽能作為第三個被用來診斷類風濕性關節炎
之檢測方法，為病人提供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使病人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5/25 12: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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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有恆，求真求是
本校新藥開發研究中心主任洪士杰教授
榮獲 2020 年「第 16 屆卓越醫藥科技獎」實至名歸

中

國醫藥大學新藥開發研究中心主任洪士杰
教授帶領科研團隊，利用間葉幹細胞來治

療退化性關節炎等疾病，將研究成果應用到臨床，
造福病人，其在學術及產業應用上均有優異表現，
成就卓越；在今年永信李天德醫藥基金會評選「第
16 屆卓越醫藥科技獎」脫穎而出，堪稱實至名
歸。
永信李天德醫藥基金會於 2005 年創立「卓越

中醫大洪士杰教授榮獲 2020 年「第 16 屆
卓越醫藥科技獎」。

醫藥科技獎」，目的在獎勵國內優秀的生技醫藥
研發人才；中國醫藥大學洪士杰教授獲獎的研究主題是：「間葉幹細胞在再生醫學，細胞治
療及疾病轉譯之應用」。
曾榮獲 2012、2016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的洪士杰教授，於 1993 年到東京大學讀博士時，
即進行軟骨修復的動物實驗並研習腳延長及髖關節手術，取得博士後進行細胞週期與癌化研
究。1997 年回台灣擔任住院醫師，並開始執行國科會計畫，題目為「骨髓間葉幹細胞的分
離及鑑定」。
當時，分離骨髓間葉幹細胞還是非常困難的事，洪士杰教授利用 size sieved method 分離
骨髓間葉幹細胞，並第一個將間葉幹細胞分化成具有神經電位的細胞。2002 年洪教授進入
中研院生醫所，著手製作 lentiviral vector 成功將 GFP 及 TK 基因轉殖入間葉幹細胞，並利用
此細胞進行癌症相關研究。
2004 年 8 月，洪士杰教授赴美進修，到全世界第一個以間葉幹細胞做臨床治療的實驗
室，開始了兩個在當時屬於非常 pioneer 研究，即低氧培養及間葉幹細胞衍生液應用。
洪士杰教授於 2005 年發表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論文中，首次證明血流中的間葉幹
細胞會 home to 腫瘤，變成腫瘤的血管及間質，繼而探討腫瘤細胞與間葉幹細胞的相互作
用，並先後於 2011 年 Gastroenterology 及 2013 年 Oncogene 證明間葉幹細胞可以促進腫瘤細
胞之幹性及血管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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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士杰教授於 2019 年發表在臨床研究雜誌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之論文，對僵
直性脊椎炎（AS）形成 syndesmophyte 的機轉，提出嶄新的說明，並藉此發展新的治療方
法。
針對臨床應用間葉幹細胞之探討，洪士杰教授帶領研究團隊陸續發表了二十多篇有關低
氧培養間葉幹細胞的相關論文，並申請多項台灣及全球專利。
洪士杰教授欣慰的表示，目前，研究團隊利用間葉幹細胞的 tumor tropism 特性來攜帶
腫瘤溶解病毒治療癌症；並利用胜肽來攜帶診斷試劑、玻尿酸及幹細胞來協助退化性關節炎
之診斷，潤滑與再生。希望不久將來可以利用於臨床治療，並將研究成果應用到臨床，以造
福病人，並進行產業鏈結，促進細胞治療產業之發展。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9/07 16: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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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技術成果具科學突破性
本校鄭隆賓院長跨校科研團隊
榮獲「2020 未來科技突破獎」殊榮

科

技部「2020 未來科技突破獎」揭曉，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器官移植中心院長鄭隆
賓教授與交通大學陳三元教授組成跨校科研團隊，將奈米科技切入免疫仿生的概念，

以褐藻醣奈米磁性結構開發人造免疫系統，成功於腫瘤局部大幅提高免疫力，更有效避免腫
瘤轉移及復發；此創新技術將大幅縮短療程及簡化給藥方式，相較過繼性細胞療法更有吸引
力，醫療技術成果具科學突破性，獲得評審委員高度青睞，雀屏中選。
榮獲「2020 未來科技突破獎」的中國醫大與交通大學跨校科研團隊，成員包括陳三
元講座教授、鄭隆賓院長 / 講座教授、徐偉成副院長 / 特聘教授、江智聖助理研究員等四
人，獲獎的科研技術成果名稱是「可擴充式奈米仿生細胞技術平台—低劑量高療效之次
世代免疫精準醫療」（Low-dose nanoscale biomimetic cell structure–Next-generation platform
technology for advanced precision immunotherapy）。
中國附醫器官移植中心鄭隆賓院長神情愉悅的說，此次兩校跨領域研究團隊發現，褐藻
醣奈米結構不但具有仿生特性，更在奈米科技的融入後賦予仿生結構新的功能，進一步的提
升價值，此技術顛覆目前體外培養 T 細胞的繁瑣程序，直接透過靜脈給藥達到更全面的免疫
反應，更可根據病患個體差異變更治療組合，成為台灣本土於免疫治療的技術突破中的重要
里程碑。
鄭隆賓講座教授進一步闡述，此創新技術以奈米科技切入仿生的概念，並結合免疫學的

中國醫藥大學鄭隆賓院長跨校科研團隊榮獲
「2020 未來科技突破獎」殊榮

鄭隆賓院長是享譽國際的肝
臟移權威名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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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打造出世界首創之多功能奈米級人造抗原
呈現細胞平台技術，其在奈米材料科學、免疫學、
以及臨床醫學上帶來了以下五個向度的重大突破：
1. 提出全新的奈米載體概念，即奈米結構中
的 所 有 材 料 皆 具 有 特 殊 功 能， 而 其 功 能
的調整皆根據病灶位置的生化特性來進行
設計。相較於過去藥物載體（例如：微脂
體、高分子結構）的材料多為不具功能的

鄭隆賓院長（中）向科技部長吳政忠簡報
醫療技術創新的產業應用價值

賦形劑，本奈米平台以仿生的角度打造多
功能人造抗原呈現細胞，成功透過單一結
構調控免疫系統。
2. 將不同機制之免疫療法整合於單一奈米結
構上，更為全面的啟動抗癌免疫反應，顯
現出 1+1>2 的狀況，為目前免疫檢查哨抑
制劑或標靶治療無法以單一藥劑達到的效
果。
3. 將此系統打造為一平台技術，未來將可簡

榮獲「2020 未來科技突破獎」殊榮的鄭隆
賓院長與徐偉成副院長是科學研究的最佳
拍檔

易的更換表面抗體組合，設計出不同功能
的人造細胞，並有機會打造出整體的人造免疫系統。
4. 首度以奈米結構直接於生物體內促進 T 細胞增生，可望取代現有過繼性細胞療法以
微米磁珠的複雜冗長療程，將數周 / 月的療程簡化至數天。
5. 克服免疫治療無法避免的系統性副作用問題，利用磁場導引對於磁力高度敏感的奈米
級人造抗原呈現細胞進入腫瘤中，區域性的放大效果，同時降低副作用，提供現有療
法一個全新的策略。
中國附醫轉譯醫學研究中心徐偉成副院長表示，台灣免疫療法的突破帶來了治癒癌症的
希望，免疫治療也是現代最重要的癌症治療方式，同時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預期在 2026 年
將突破 1000 億美元，吸引世界級大藥廠爭先投入開發，其中，免疫檢查哨抑制劑為最熱門
的藥物，隨著越來越多的適應症被核可，其市場也跟著顯著擴大。
在幹細胞免疫學研究成果卓越的徐偉成特聘教授說，由於醫療已進入大數據及精準療法
的時代，作為一個治療平台，本技術目前已獲得生技公司注資，並持續結合產學研及醫等領
域進行跨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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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醫院將根據病患的各自的個體生化差異，謹慎地更替表面的抗體組合，並將人造免
疫系統的概念持續引入免疫治療中，以落實個人化醫療，更將以平台式技術降低新藥開發之
成本，期盼為癌症治療帶來更多希望。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9/09 13: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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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戮力培育護理人才、守護國人健康
本校健康照護學院副院長曾雅玲教授
榮獲 109 年「台灣傑出護理人員專業貢獻獎」最高榮譽

中

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副院長曾雅玲教授，投身護
理專業 32 年來，致力整合教育、研究與服務，採創

新策略革新教學及臨床照護模式，帶領師生建構融合中醫
概念之社區健康服務，為經濟弱勢婦女創造良好就業環境
與創業契機，績效卓著；榮獲今年「台灣傑出護理人員專
業貢獻獎」最高榮譽肯定，由蔡英文總統親自頒獎表揚，
彰顯護理於提昇全民健康之具體貢獻，意義非凡。
「109 年國際護師節聯合慶祝大會」於 8 月 11 日在台
北國際會議中心大會堂（TICC）舉行，蔡英文總統致詞肯
定護理人員在此次防疫過程中，盡心盡力的努力付出，讓
國民得以健康生活；蔡總統並頒獎表揚榮獲今年傑出護理

曾雅玲教授（中）與中醫大護理
部黃璉華執行長（右）合影。

人員的 17 位得主，其中 10 位為專業貢獻獎、7 位為服務貢
獻獎得獎人，感謝她們在專業上的卓越貢獻，讓臺灣的醫療品質能夠不斷提升，也讓世界看
到臺灣護理的成果。
「台灣傑出護理人員獎」是為獎勵在護理專業發展有傑出貢獻，或長期服務奉獻於基層
及資源匱乏地區或特殊群體之護理人員，以彰顯護理於提昇全民健康之具體貢獻；中國醫藥
大學健康照護學院護理學系曾雅玲教授雀屏中選，誠屬不易，也讓中醫大護理的努力被國人
看見及肯定。
曾教授獲獎之主要事蹟如下：

教學研究方面
秉持護理本質，致力於提升臨床護理及護理教育品質之研究，研究成果可實際應用於護
理實務及教學。有多篇期刊論文被列為護理國考用書參考文獻，數篇為華藝資料庫熱門下載
前幾名，一篇獲選為護理學會七萬多名會員在職教育通訊教材。近年的研究聚焦於探討周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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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婦女症狀軌跡（trajectories）之預測因素，及驗
證緩解不適症狀的實證性護理措施。除發現影響
產婦不同生產疲憊型態的預測因子外，並結合學
校中醫特色，藉耳穴按壓方案，改善剖腹產婦女
產後的焦慮與疲憊。該研究發表於護理學門排名
第一之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並獲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護理研
究成果優良獎，能彰顯我國護理在國際健康照護

蔡英文總統頒獎表揚曾雅玲教授（右）榮
獲今年「台灣傑出護理人員專業貢獻獎」。

上的獨特貢獻。
曾教授亦長期關注臨床護理及護理教育中的
性別議題；近三年科技部計畫皆以性別友善職場
與性別友善醫療為主題，結合資訊科技，研發創
新性電子書與數位學習平台，包含護理人員性騷
擾防治教育電子書及第二孕期胎兒異常終止妊娠
照護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是國內外第一個兼顧
終止妊娠父母性別需求所發展的數位衛教資訊，
亦為第一個因應護理人員個別學習需求而編製的

蔡英文總統、陳時中部長與榮獲今年傑出
護理人員合影。

終止妊娠照護數位學習指南，兼具實用與創新性。
其他傑出表現與服務奉獻事蹟：
一、積極參與護理專業團體，擔任理監事與委員，致力提升護理人員專業能力與福祉。
二、擔任政府各部會委員，如考選部命題審題委員、科技部初審複審委員、學校及機構
評鑑委員等，為提升護理教育、專業學術、臨床與照護產業品質盡心盡力。
三、長期投入研究倫理審查工作，盡力維護研究對象權益及提升我國學術研究水準。
四、結合專業開創與創新，提升社區照護品質且為經濟弱勢婦女創造良好就業機會，亦
為經濟弱勢婦女營造健全的就業環境。
五、撰寫及執行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附冊計畫，獲五年補助（107-111 年），有助於引
導師生對社會責任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了解，進而以具體行動落實，
善盡世界公民之責。
六、曾任護理學系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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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我國護理教育國際聲譽。亦曾獲校級傑出教授、校級績優導
師、優良教材傑出獎、性別平等教育績優表揚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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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教授將獲獎歸功於神的恩典，學校的栽培與家人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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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支持心懷感激。她也認為中醫大體系有許多
優秀的護理人才，希望能拋磚引玉，讓中醫大護理的努力被更多人肯定。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0/08 1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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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治療近視的新穎眼藥水
本校醫學院卓夙航教授團隊
榮獲科技部 109 年度「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中

國醫藥大學醫學院新藥開發研究所卓夙航
教授團隊研發的抗近視眼藥水，順利將專

利技術轉予民間公司（視航生醫）持續產品開發，
榮獲科技部 109 年度「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獲
頒獎杯一座及獎金 15 萬元。
卓夙航教授技術團隊是透過科技部的生技整
合育成中心（Si2C）跟科技部價創計畫補助輔導，
以開發新一代嶄新眼藥水，以及治療兒童近視度

卓夙航教授團隊榮獲科技部 109 年度「傑
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數增加為目標；該團隊開發的抗近視眼藥水多次
獲得國家新創獎、科技部未來科技獎及科技部鏈結計畫遴選為亮點計畫團隊之一。
卓夙航教授團隊研發的「干擾性 RNA 用於製備治療及 / 或預防近視之藥物的用途」專
利技術，於 2019 年 8 月由任教之學校（高雄醫學大學及中國醫藥大學）完成技轉，並且引
進民間資金及企業策略夥伴的亨泰光學公司成立視航生醫，該公司所研發的產品也獲得 109
年度得經濟部“破殼而出獎”。
目前，獲得專利授權的視航生醫公司已委託國內外生技相關產業，進行最後的前臨床
（preclinical）試驗階段，2020 下半年將申請人體試驗計畫來確認其安全性及有效性，預期
能夠順利取得藥證，並很快進入近視盛行率極高的亞洲市場。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0/26 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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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博雅之士的通識教學典範
人科院郭欣茹副教授
榮獲第九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表揚

中

國醫藥大學人文與科技學院郭欣茹副教授
透過通識教學優化醫療人文教學實踐，榮

獲今年「第九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10
月 30 日下午在教育部大禮堂接受常務次長林騰蛟
頒發獎狀、獎座及獎金新臺幣 30 萬元，以肯定與
表揚她在通識教育的貢獻。
教育部常務次長林騰蛟在第 9 屆全國傑出通
識育教師獎頒獎典禮致詞表示，全國傑出通識教
育教師選拔自 96 年創辦，銘心感謝教師們的積極

中國醫藥大學人科院郭欣茹副教授榮獲今
年「第九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表
揚。

投入外，更期待藉此獎勵典範教師，激發教師加
入通識教學行列，引領創新教學的風潮，培養學
生跨域融通能力及宏觀多元的視野，可獨立思考、
主動察覺問題並提出解方。
中國醫藥大學人文與科技學院郭欣茹副教授
獲獎的推荐事蹟：
郭欣茹老師的通識理念是通過認識自己，點
燃思考的火焰，引導學生以自身主體性出發，在

全國 4 位傑出通識教育教師與貴賓合影。

思考論辯過程中，瞭解自已，瞭解與己身相繫的
他者與世界。她也認為學生如何兼備人文涵養、倫理思維與科技素養三主之間的多元對話，
是通識教育再創新的課題。
郭老師在醫學大學教書，她特別強調，人文與倫理無非是提升對他人感受的敏感度並試
圖揉進同理與悲憫。她的看法深刻，並能充分體現於所開設之通識課程中。郭老師的教育理
念奠基於「文學是人類安身立命的基礎」，透過不同課程，希望學生願意主動思考，並且了
解有品質的思考可以協助我們安然度過生命中的重大挑戰。她對通識教育有一個全人式的思
維，尤其急切地想透過文學的力量讓學生能夠在這一個科技時代下取得一個身、心、靈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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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她說明文學是一種同理與悲憫，是人們安身立命的座標，也是在這一個時代下所該有的
生存美學。除此之外，她也強調批判思考與問題意識的重要性，整體的課程規劃看得出系統
性與思考上的熱情。
郭老師的通識課程主要是文學教育，她的教學方法主要是「問題導向下的自我生命反
思」，結合蘇格拉底式的反詰法與問題導向教學法。評量方式多元，學生質性文字意見也見
課程深受學生喜愛與肯定。課程規劃詳盡、內容充實。教學與研究結合，以研究學理聯結醫
學與文學教學現場，優化醫療人文教學實踐。她的教學成果獲得諸多校內外獎項且多次獲優
良教材獎。
郭老師主修外國文學，開授「西洋文學與醫學」、「圖像醫療與生命敘事」、「後人
類時代的 AI 科技與人文」等課，她以「點燃思考的火焰為軸心」帶領學生學習探索，反省
及跨域統整的目標，可以導引醫學院的學生思考關懷生命，不但具跨域內涵，並提昇學生英
文能力，學生對老師的熱誠及教學要求予以肯定。郭老師積極訓練學生自主學習，進行傳統
課堂與部分翻轉教學結合，藉以提高學生學習效益，她的教學極用心、極用力也極多元。她
的教學內容與方法提供了醫學教育有關倫理及人文精神這一塊一個方法與典範，值得推廣。
英文課（共同科目），在大學不是討好的課，她可以重新設計，傳遞她對醫學教育需求的認
知，並且實踐，足為典範。
今年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第 9 屆選拔，共有 44 所大學校院推薦 63 位候選人參選，
經過嚴謹審慎的初審、實地複審訪談個別候選人及其授業學生、召開決審會議討論，最終選
出 4 位傑出通識教育教師，分別是中國醫藥大學副教授郭欣茹、國立陽明大學助理教授張立
鴻、國立清華大學教授焦傳金，以及亞東技術學院助理教授楊佩玲。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0/30 1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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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副校長蔡輔仁醫師
投身罕病造福病患，榮獲第 30 屆醫療奉獻獎殊榮

中

國醫藥大學副校長蔡輔仁從醫 34 年，投入台灣罕見

疾病的研究與醫療照護，不但與遺傳科共同拓荒的醫

界夥伴、罕見疾病基金會等共同催生「罕見疾病防治及藥
物法」，並且成立台灣第一個「罕病藥物物流中心」，以
及「台灣罕見疾病組織資料庫」與國內醫界資源共享，嘉
惠國內罕見疾病患者。
台灣早期罕見疾病患者因醫療不發達、診斷不易，醫
療用藥需仰仗國外進口，藥物甚至一個月花一百萬元，患
者根本吃不起救命藥，一旦被確診為罕見疾病，只能接受
無藥可醫的命運。

蔡輔仁醫師與總統蔡英文合影

蔡輔仁說，他在 1986 年踏入職場，在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擔任兒科醫師，看到罕見疾病患者與家屬的心酸與無奈，不但診斷不易，即使費盡苦
心診斷出來，結果也是難以治療，醫師也只能說抱歉，看到很多罕見疾病家族因此受苦，他
毅然投身罕見疾病基因診斷與治療領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在 1990 年一月成立小兒醫學遺傳科，1992 年四月成立兒科遺傳
實驗室，同年 11 月他受小兒科醫學遺傳委員會認可，成為全國第九位更是中部地區第一位
醫學遺傳專科醫師。
「我看診時可以看到一家三代喔！」蔡輔仁說，遺傳科醫生為了追查疾病脈絡，加上
遺傳類疾病需要溯源基因問題，就像人類學者在歷史洪流追蹤家族譜系，疾病也有它的家族
譜，即使病友人數相較他科少，遺傳發展跟很多疾病問題如神經、肌肉、心臟等都有密切的
緊密關聯。
蔡輔仁指出，遺傳科也是「重裝備」的科別，打的是背後資源戰，需要實驗室、團隊做
後盾，他早期孤軍奮戰，送檢體到台大的老師王作仁教授或請陽明大學魏耀揮教授協助進行
粒線體分析，也趁出國開會，寫信情商當地實驗室幫忙，出境時行囊裡裝著病患的檢體，回
國時幫病患帶回藥物。
蔡輔仁說，後期他寫論文、寫計畫申請購買診斷儀器，為病患診斷，再分析資料、寫論

309

重要研究成果選輯 2019-2022

文，整合臨床與研究工作，並且在中國醫藥大學
暨醫療體系董事長蔡長海的支持下，成立人類遺
傳實驗室。
隨著基因醫學進步，他發現罕病在診斷上花
時間外，還有種族差異的問題，應有本土專屬的
基因診斷資料庫，因此致力運用分子生物學技術
來分析台灣人的各種遺傳疾病，有助於診斷疾病、
提供病友跟家屬遺傳諮詢服務、協助產前診斷等。
蔡輔仁指出，目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基

蔡輔仁醫師（中）榮獲中華民國醫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台灣醫療典範獎。

因醫學部團隊已成功建立逾 60 種單基因遺傳疾
病，發現破百的新突變點及種族特有突變點，例
如高雪氏症亞洲患者 L444P 的常見突變點，建立
台灣罕見疾病組織資料庫，透過資源共享，讓罕
病研究在台灣發展日趨成熟。
蔡輔仁認為，除了做到診斷之外，他更希望
基因的檢測能更進一步發揮預警功能，於是與罕
見疾病基金會合作推動了二代新生兒篩檢，從原

蔡輔仁醫師獲頒第 30 屆醫療奉獻獎

本的 5 項擴展到 21 項。這個政策推動並非一蹴可
及，而是先在原住民、低收入戶等少數族群做試驗，再寫成論文、提議變成一種政策。
台灣定義罕見疾病為發生率在萬分之一以下的疾病，罕病法自 2000 年實施至今，政府
公告罕見疾病種類共有 225 種罕見疾病，過去因病例少，醫院沒有備藥，罕見疾病患者一旦
確診後 ，治療藥物經專案進口申請，從找代理商、拿到藥，到送到病人手上，約需一個月
到一個半月採購藥品，往往緩不濟急。
2001 年，蔡輔仁親自規劃、協助政府成立台灣第一個罕病藥物物流中心。蔡輔仁說，
設立緣由為罕見疾病因為出現頻率少，醫師可能終其一生看不到某一類型的罕見疾病，醫院
不可能為一名還沒出現的病患儲備藥物（因為藥物通常放到過期，病人都還沒出現），也進
而造成藥商沒有進口該藥品之意願。
蔡輔仁思考，設立罕病藥物物流中心的概念，是先由國家出資向國外買藥（或經由台灣
代理商採購），挑選幾種罕見疾病患者需要用的藥物，約二名罕見疾病患者、4 星期左右的
藥物用量儲放在物流中心，一旦醫院有罕見疾病患者被診斷出來後，急需用藥時可以緊急提
供，先使用物流中心儲備的藥品，這不但立即解決病患的用藥需求，如符合相關申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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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支付藥費。
蔡輔仁說明，罕病藥物物流中心設立後，全
國各醫院也就不需要建立沒有必要庫存，庫存只
有集中在一個地方，讓所有藥物用量都儲放在物
流中心內，各醫院需要用藥時，由罕病藥物物流
中心統一供給，提升稀少藥品之管理效能；同時，
也促成藥商進口用量稀少罕見疾病用藥之意願，
嘉惠全國罕見疾病病人
蔡輔仁指出，四個星期左右的藥物用量，也

蔡輔仁醫師（右二）為了追查疾病脈絡、
溯源基因問題，常會看到一家三代。

足以讓醫院申請專案進口，來銜接這段空窗期，
並且與醫院交換效期較長的備藥，藥物不會因此浪費，為台灣省下很多的錢、也照顧到罕見
疾病患者，也解救很多緊張拿不到治療藥物的醫師，至今罕病藥物物流中心還在成功運作
中。
蔡輔仁說，台灣罕見疾病的診療雖然起步較晚，但在醫界、學會，與立委等爭取下，如
今做的很周延。他很感謝當初和他在遺傳科共同拓荒的夥伴，以及罕見疾病基金會和黏多醣
症協會基金會，是他行醫很大的動力。
蔡輔仁指出， 他在遺傳科共同拓荒的夥伴經歷一個從無到有的年代，從早期診斷困難、
拿不到藥物的年代，透過建立制度與爭取，只要爭取到一點點、有任何一絲絲美好環境、藥
物和診斷的機會，我們都要心存感激。
蔡輔仁說明，例如爭取到 2000 年「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立法通過，嘉惠罕見疾病
患者，「台灣罕見疾病組織資料庫」建立資源共享，以及國藥國製、鼓勵台灣藥商自製罕見
疾病藥物等，目的在於建立一個讓下一代醫師、病患能處在一個「理所當然」美好環境裡，
也就是醫師不需假手他人的醫療作業環境、病人可以得到好的診斷與治療。
蔡輔仁認為，罕見疾病多是出自於基因突變，患者背負著人類演化的原罪在受苦，所以
社會應當要好好幫助他們。在臨床互動方面，醫生需要做的，是實際去解決問題，幫病人診
斷、治療、開藥。
蔡輔仁指出，罕見疾病患者需要長期治療，且人數較少，所以整個醫療團隊和患者打成
一片是常態，除了臨床上的交流，病患也常常和他分享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所以醫病之間
的關係也像熟識多年的老友。
綜觀蔡醫師的行醫生涯，幾乎是台灣罕病照護發展的縮影。一路走來，從篳路藍縷的病
患照顧開始到參與罕病法的立法、首創罕病物流中心，解決缺藥問題、參與罕見疾病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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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藥物的審查、與病友團體的互動、協助臨床遺傳檢驗機構的評審、教育，以及遺傳諮詢師
的認證，以至於下一世代的遺傳專科醫師的培育，他都付出時間與心血，和台灣所有的遺傳
專科醫師共同打拚，創造機會建立制度。他以兒科醫師專業做為背景，進入了遺傳的異業領
域，再回到兒科醫師對照顧兒童的初衷，為罕見疾病的患者點上一盞不熄的燈，迎接他們回
到人性深層的憐憫，努力提昇病友的生活品質，無論在醫療或是社會福利面向，都可以找回
生命的尊嚴。疾病雖然罕見，但他的奉獻一點也不罕見。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1/02 13: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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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病人帶來希望與溫暖
本校醫學院院長蔡崇豪醫師
榮獲第七十三屆《台灣醫療典範獎》表揚

中

國醫藥大學醫學院院長蔡崇豪醫師長期投
入研究動作障礙疾病和巴金森氏病，從發表

早期台灣首篇年輕型巴金森病的論文，到近期巴
金森病腦深部刺激與肌躍症病理生理學的研究，
多年來除了給予很多病患實質上的幫助外，亦代
表台灣參與國際學術學會決策組織，榮獲今年醫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醫療典範獎」，在第 73
屆醫師節慶祝大會暨資深醫師及醫療典範獎頒獎

蔡崇豪院長接受親友道賀。

典禮大會接受行政院長蘇貞昌頒獎表揚。
蔡 崇 豪 醫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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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林
口長庚神經科主治醫師及長庚醫學院副教授，現
任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院長暨附設醫院神經部主
任、教授。
30 多年來，蔡崇豪醫師及其團隊專門研究

蔡崇豪醫師榮獲《台灣醫療典範獎》接受
行政院長蘇貞昌頒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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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對很
多病患實質上的幫助外，其學術研究成果亦發表於著名的國際期刊如 Neurology,Movement
Disorders,Experimental Neurology,Clinical Neurophysiology,Brain…等逾百篇。
蔡崇豪醫師於 2003 年設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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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醫師動作障礙門診中，約有三分之二是巴金森病患
者。從 2004 年至今，已有 122 位病友接受「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深腦刺激術」
治療，其團隊發表於 Neurologic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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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達 38%，效果顯著，對病人生活品質明顯改善。此外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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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發展之經顱磁振導航聚焦超音波（神波刀）治療嚴重之原發性顫抖病患，其成效立竿見
影讓擾人的症狀得到巨幅的改善與長遠的效果，未來此嶄新醫療技術亦將用於巴金森病之治
療。
在醫學教育方面，蔡崇豪醫師主導醫學院暨附設醫院神經部臨床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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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攜後
進不遺餘力，深受學生喜愛肯定；曾五度獲得附設醫院優良教學主治醫師獎，學校兩屆金蘋
果獎，2015 年臨床醫學教育貢獻獎及 2017 年中國醫藥大學傑出教授獎，對醫學教育的紮根
與傳承著墨甚深。蔡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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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蔡崇豪醫師為現任國際巴金森與動作障礙學會亞太區執行理事及第六屆（2017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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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相關領域之教育推動，並曾獲邀至日本、韓國等地之國際學術會議演講及擔任座長。2018
年領導台灣神經領域專家完成台灣巴金森病人治療建議並舉辦相關教育推廣會議，並主辦第
四屆台灣國際巴金森與動作障礙會議並擔任大會主席，邀請了 32 位國外學者專家與 400 餘
人參加盛會，對此領域之教育與學術推展貢獻良多，為台灣醫療立足於世界奉獻心力，亦讓
台灣於國際上發光。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1/12 0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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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其他傑出獎項

教師楷模的標竿
本校醫務管理學系蔡文正特聘教授
榮獲教育部 110 年【師鐸獎】殊榮！

中

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學系蔡文正特聘教授雖罹患骨癌
截肢殘疾，仍憑藉著讓生命發光發熱的信念及對教育

的熱情，用心投入教學績效斐然及培育人才之卓越表現，
在全國優秀教師評選中脫穎而出，榮獲教育部 110 年【師
鐸獎】殊榮實至名歸，其典範事蹟足堪表率！
今年教育部【師鐸獎】選拔出國小、國中、高中職、
特殊教育及大專院校 72 名獲獎者，其中大專校院 10 名；
若疫情許可將於 9 月 27 日在陽明山中山樓舉辦表揚大會，
邀請蔡英文總統頒獎鼓勵對教育貢獻卓著的獲獎教師，每
位獲獎者可獲頒總統獎座一座、行政院院長獎章一座及教

蔡文正特聘教授榮獲教育部 110
年【師鐸獎】殊榮。

育部部長獎狀一幀。
中國醫藥大學蔡文正特聘教授榮獲教育界最高榮譽【師鐸獎】的肯定，他難掩興奮滿懷
感恩的說，自己的生命歷程充滿了挑戰與挫折，在海軍陸戰隊預官服役後，取得美國化工博
士獎學金，赴美前驟然發現罹患骨癌，那種無奈與無助是無法以言語形容的；在歷經大腿截
肢、肺葉切除、數十次的住院、手術、化療，猶如面對一次又一次的生命審判，那種恐懼與
憂傷，不是常人所能體會與想像。
在歷經艱辛的治療後，赴美獲得杜蘭大學醫務管理博士學位，蔡文正特聘教授回國服務
迄今 23 年，對以教育為終身職志的老師來說，他不以病人看待自己，不以身體不便為藉口，
一切與其他老師一樣認真的教學、埋首研究、勤於服務、輔導關心學生，而且加倍的努力及
付出，多次榮獲教學優良教師、傑出研究獎、貢獻殊偉獎，台中市特殊優良教師獎，更獲學
校的典範教授獎。
對此，蔡文正特聘教授內心一直充滿著感謝與感恩，對於中國醫藥大學提供優質的教育
與研究環境，以及老師同仁及學生的支持與鼓勵，還有許多優秀且充滿愛心的醫師們的治療
與協助，「沒有這群傑出醫護人員的治療，生命難以維持」、「尤其是家人長期以來給予的
協助，最溫暖的支柱是隨時照顧我的妻子，成就自己生命的動力與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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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充滿了挑戰與不可預測，需要珍惜及把
握當下」、「人不能為了活著而生活，需要努力貢獻
自己，發揮生命的價值」；蔡文正特聘教授經常將自
己的生命信念與歷程，傳授學生領悟生命的價值及可
貴，期許學生能發揮所學，創造生命的價值。
蔡文正特聘教授秉持著「教育是良心事業，需熱

蔡文正特聘教授與總統蔡英文合影。

情投入教學，對學生因材施教，要創新教學方法，能
激發學習興趣，熱心輔導耐心解惑」的教育理念，及
對教育的衷心熱愛，榮獲今年教育部【師鐸獎】的卓
越表現和優良事蹟犖犖大者有：

一、教育精神
蔡教授秉持教育工作是良心事業之精神，以教育
為終身職志的一位老師，每年面對一群又一群新面孔
的學生，教學內容年年相似，因此，維持不減的教學
熱情，是一位老師所應該擁有的態度，需要讓學生強
烈感受到老師的教學熱忱。
由於學生素質差異，如何激發學生上課之興趣，

蔡文正特聘教授與總統蔡英文合影。

是一件高難度的挑戰；蔡教授應用創新方法激發學生
上課學習之興趣，學生常暱稱它為「蔡式教學法」，應用在教學課程非常有效。另外，每位
學生學習態度和家庭經濟狀況有差異，導師需要深入了解學習狀況欠佳之學生，適時地給予
關懷與輔導，扮演授課老師及生活導師之角色，盡自己之能力幫助學生，使弱勢學生能夠學
習順利。

二、教師課程發展與教學績效方面
蔡教授認真投入教學工作，每年在大學、碩士班、在職碩士專班、國際碩士學程、博士
班等共教授 10 門左右不同課程，在教學評比中，多次名列全校第一；每年指導大學部學生
論文，輔導申請科技部大專生論文研究補助，獲得科技部補助。迄今指導過的碩士或博士生
有多位在國內外大學任教，超過二十位學生榮任各醫院院長、副院長職務，顯見其用心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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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不遺餘力。

三、班級經營及學生輔導方面
長期擔任學生生活導師，同時擔任多年系所總導師、學院總導師。對於遭遇學習或生活
困難之學生提供輔導及協助，對經濟弱勢的學生，額外提供個人工讀機會或獎助金，給予關
心及照顧；同時輔導學生成立「Toastmaster」學生英語社團，積極推動並輔導學生的英語學
習成長，深獲學生肯定與讚揚。

四、專業成長與服務熱忱
蔡教授不僅熱忱教學，並致力於研究工作成果豐碩，每年發表多篇國際期刊 SCI/SSCI
論文，累計超過 150 餘篇論文，國內外研討會論文發表近 400 篇，研究上主持或共同主持過
230 件以上之研究計畫案，為學校爭取豐富的研究經費，同時提供學生研究所需要之資源。
在學校歷年評估中皆名列前茅，2015 獲頒「特聘教授」榮譽職稱。

五、投入教育奉獻度方面
蔡教授自 2007 年起擔任近 9 年之系主任暨所長、3 年公共衛生學院院長，期間亦代理
管理學院院長及生統中心主任、學術研究倫理委員會分組副主任，對於校務工作全心付出，
並深受系所老師及同仁之支持與肯定。
在推動教育國際化方面，蔡教授於系主任及院長任內建立中國醫藥大學與美國 Tulan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等三所知名大
學之姐妹校，進行實質的課程教學、交換學生及學術合作交流，達到深度化的國際交流，雙
方師生受益良多。

六、對社會之影響度
蔡教授長期熱心醫務管理教育之推廣，擔任全國各大學醫務管理相關科系聯合成立之
「台中市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兩任理事長，積極整合全國各大學之醫務管理教育課
程，提升課程教學及醫院實習教育品質。另獲聘擔任「財團法人中國醫藥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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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錦文基金會」執行長，「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常務理事、「社團法人台灣健康產
業平衡計分卡管理協會」常務理事、「亞洲華人醫務管理交流學會」常務理事、「台灣健康
經濟學會」理事、「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理事、「台灣急診管理學會」理事，對於台灣醫務
管理相關專業教育之影響卓著。
自 2008 年起，蔡教授擔任台灣公共衛生學界最重要之學術期刊「台灣公共衛生雜誌」
副主編，2012 年起擔任衛生福利部所發行「醫學與健康期刊」之執行編輯及顧問；2006 年
起，獲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台灣評鑑協會聘請擔任各大學系所評鑑委員兼召集人，2021 年
榮任大學系所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委員；2016 年榮任醫學中心評鑑委員，對於提升大學教
育品質及醫院臨床教育不遺餘力。
2015 年至 2017 年擔任科技部「人文及社會司專題研究計畫」複審委員，2019 年起擔任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司管理一學門」共同召集人，亦擔任科技部「重點補助大學特色領域研
究中心」之主審委員之一，協助大學重點特色研究領域中心之審查及指導。
2020 年新冠病毒疫情，凸顯公共衛生專業之重要性，因此，立法院及考試院通過「公
共衛生師」國家證照，蔡教授獲邀參與「公共衛生師」證照考試之核心規劃，擔任「衛生行
政與管理組」共同召集人，並長期參與台灣醫務管理學會推動「醫務管理師」國家證照立
法，擔任核心規劃及推動成員，期望吸引更多優秀人才投入醫院管理專業領域，持續提升台
灣醫療服務品質及就醫環境。

七、行政合作與公共關係
蔡教授長期投身於教育公共事務，發揮其專業所長貢獻社會；2004 年 ~2006 年獲聘擔
任臺中縣政府「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2017 年擔任臺中市衛生局「醫療區域輔
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劃」諮詢專家；2005 年 ~2011 年擔任衛生署「署立醫院中南區聯盟」
學術顧問；2012 年 ~2019 年擔任「北港媽祖醫院」顧問；2011 年起擔任「社團法人臺中市
醫師公會」顧問；2019 年起擔任「醫師公會全聯會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中區分會」
顧問。持續積極參與社會服務與回饋社會。
值得一提的是，蔡教授罹患骨癌面對生命之威脅，癌細胞肺部轉移動了四次手術，兩大
肺葉之切除，承受十次以上之手術及化療，以及大腿截肢後之不便，仍克服萬難憑藉著堅強
的意志力，赴美取得碩、博士學位，回國後由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至特聘教授，一步一
腳印的熱情奉獻於教育，生命歷程充滿了挑戰與奇蹟，堪稱學術界最堅毅的「生命鬥士」！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7/27 15: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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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磁振造影探索大腦的秘密
本校醫學院彭馨蕾副教授
榮獲 110 年度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殊榮

中

國醫藥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彭馨
蕾副教授，長期投入以磁振造影探索大腦的秘密，為

腦神經科學研究注入更多新的觀點，勇於思考、敢於創新
表現優異，在今年科技部評選「吳大猷先生紀念獎」脫穎
而出，堪稱實至名歸。
磁振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是一項
新興的綜合性科學，其研究領域包括了神經科學、物理學、
認知科學、臨床科學、醫學工程、甚至統計學；近年來，
老人醫學科領域的研究學者，藉由磁振造影 MRI，能夠以
非侵入性的方式探討大腦結構的變化以及大腦功能的轉化，
可視為探討腦神經科學的利器之一。
彭馨蕾副教授研究團隊，即是使用磁振造影 MRI 技
術，來進行大腦血管彈性的測量，探討正常年齡老化的過

本校醫學院彭馨蕾副教授榮獲科
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程中，對大腦血管彈性的影響。研究團隊發現，在老化的
過程中，血管會漸漸地失去彈性；因此，大腦血管面對外來刺激時，血管的反應也會越來越
差，無法及時供給足夠的能量，故大腦無法維持正常運作，認知功能隨之下降。
此外，許多系統性疾病，如肥胖以及糖尿病等，也無聲無息的侵犯著我們的大腦；彭馨
蕾副教授表示，研究團隊進一步發現，體重過重的受試者，其大腦血流量會較體重正常的受
試者要來的減少，在大腦得不到足夠的養分與氧氣的情況之下，體重過重就容易導致中風，
甚至增加阿茲海默症的風險。
難得的是，彭馨蕾副教授將研究大腦血管的正常功能的熱情融入教學中，以新的思維、
新的觀點和實務經驗，融入於學校教材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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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所教授的放射診斷技術學及磁振造影學等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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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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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今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的彭馨蕾副教授倍感榮幸，她感謝科技部與評審委員的
肯定，以及從博士班時期師長們引導來開拓個人嶄新視野，在工程醫學學門這片肥沃無私的
土壤，讓自己慢慢地成長發芽，也謝謝中國醫藥大學提供優良的研究環境有更多跨領域合作
的可能性，還有家人的一路上陪伴與支持，才能讓她有機會完成自己的夢想。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彭馨蕾副教授期許自己在任重道遠的教育崗位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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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係為培育青年研究人員，獎助國家未來學術菁英長期投入
學術研究，並紀念吳大猷先生對發展科學與技術研究之貢獻所設置。110 年度全國共 45 人
得獎，獲獎人由科技部頒發獎牌一面及獎勵金新臺幣 30 萬元。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8/13 13: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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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兒童青少年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個人化營養療法
本校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張倍禎醫師
榮獲 110 年度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殊榮

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張倍禎醫師，長期投入營養醫
學在兒童青少年精神疾患的研究，尤其專研 omega-3 脂肪酸（或俗稱的魚油）在注意

力不足過動症（ADHD）的個人化治療。由於張醫師的研究創新，表現亮眼，榮獲今年度科
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殊榮。
ADHD 是一個常見的兒童青少年精神疾患（台灣的盛行率約 7.5%），並有較高機率共
病憂鬱症和焦慮症和物質濫用等精神疾病，並且其課業、工作、人際關係與家庭生活皆受到
影響。張倍禎醫師對研發 ADHD 的創新療法特別有興趣，她的研究發現 ADHD 孩童體缺乏
omega-3 脂肪酸（EPA 和 DHA），並且發現如果補充 omega-3 脂肪酸可以改善 ADHD 孩童
的臨床症狀及認知功能。張醫師發表了第一篇以 ADHD 孩童內源性 omega-3 脂肪酸（EPA）
濃度來預測高單位 EPA 在 ADHD 在認知功能的療效的研究論文，並刊登在 Nature 系列的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她的這篇研究受到國際媒體（包括 BBC、Metro）報導和國際學術研
究單位（如美國精神醫學會）的重視。她的研究發現高單位 EPA 可以改善體內缺乏 EPA 的
ADHD 孩童的注意力和警覺性的認知功能，但體內已有較高 EPA 濃度的孩童則無明顯效果。
她近期的研究也發現 ADHD 孩童有較高的發炎反應，並間接支持了抗發炎理論（如補充高單
位 EPA）在 ADHD 的治療中所扮演的角色。
近年來，這一系列具系統性、前瞻性的 ADHD 研究，使得張倍禎醫師已成為國際間知
名的年輕學者，其研究不僅發表在重要的期刊，更榮獲國內外精神醫學、神經科學及營養學
界重要研究獎項之肯定，其中包括 2016 年「英國精神藥理學會年輕臨床研究獎」、2018 年
「世界脂肪酸研究學會的年輕學者獎」、2019 年「世界生物精神學會聯盟年輕研究者獎」、
「亞洲神經精神藥理學會優秀研究獎」、「英國國家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中心年輕學者
獎」、2020 年「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保羅．楊森優秀期刊論文獎」等，而更進一步
榮獲今年的「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張倍禎醫師很榮幸有機會獲得「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因為獲獎不僅代表的是
對她個人研究上的肯定，也是對她的研究團隊 - 身心介面研究室（Mind-Body Interface Lab,
MBI-Lab）的肯定。張醫師表示，除了要感謝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和科技部計畫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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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I-Lab 同仁們的支持、更要感謝恩師─英國
的 Carmine Pariante 和臺灣的蘇冠賓教授的指導
與引領。
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係為培育青
年研究人員，獎助國家未來學術菁英長期投入
學術研究，並紀念吳大猷先生對發展科學與技
術研究之貢獻所設置。110 年度全國共 45 人得
獎，張倍禎表示能有這樣亮眼的研究成績要謝
謝她的家人無條件的支持她，讓她可以無憂無

張倍禎醫師（右六）與身心介面研究室（MBILab）蘇冠賓教授團隊

慮的忠於研究。
「診間裡孩子們燦爛的笑容是讓她繼續忠於研究的最大動力！」張倍禎醫師感謝曾參加
過研究的小朋友與他們的家人們。而未來在科技部計畫（2021-2024）的補助下，很重視「傳
承」的張醫師將繼續和身心介面實驗室（MBI-Lab）的研究團隊，繼續探索 ADHD 病因及治
療上的重要議題，繼續朝向 ADHD 的個人化醫療邁進，並希望可以鼓勵更多年輕的醫師科
學家投入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領域的研究。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8/19 11: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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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世界科學領導地位
校長洪明奇院士榮獲科技部
2021 年「學術攻頂研究計畫」唯一新獲補助學者

中

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投入乳癌抑控基因研究表
現出類拔萃，為國際知名學者，對人類的健康促進

與癌症治療有卓越貢獻；今年榮獲科技部「學術攻頂研究
計畫」唯一新獲此項補助的學者，每年補助研究經費高達
一千五百萬元，為期五年，洪校長傑出的研究表現獲科技
部的肯定，讓全校師生都與有榮焉。
洪明奇院士是世界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對於抗三陰
性乳癌（TNBC）等困難癌症之有效療法是急待解決的醫
學難題，擬定的學術攻頂研究計劃名稱是：「開發標記引
導之新穎性癌症標靶治療」Development of marker-guided
cancer therapy；以精準醫療概念，開發有用的生物新標記，
對乳癌患者提供標記引導之新穎癌症標靶治療，期為人類
的健康福祉貢獻一份心力。

洪明奇校長榮獲科技部「學術攻
頂研究計畫」今年唯一新獲補助
學者。

洪明奇校長秉持“癌不再是癌”信念，致力開發新穎
癌症治療技術讓精準醫療逐步落實，讓世人不再那麼恐懼
癌症，帶給大家癌症是可以被治癒的希望。
洪明奇院士於 1982 年在麻省理工學院
接受博士後研究訓練時，便成功的將癌症
基因 HER2/neu 分離出來，1990 年從 E1A
的基因上，找到抗癌的療效，2011 年在特
定的乳癌細胞類型的基因治療研究有著重
大的突破，能使癌細胞自我毀滅，進而降
低乳癌復發風險，該研究成果並於發表在
著名的癌症研究國際期刊癌細胞。2019 年
回國後，繼續努力提升國內抗癌研究，目

洪明奇校長經常指導學生做研究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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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國醫大已與多家醫學中心包括高醫、北醫及北榮等都有先進的研究成果。
科技部推動「學術攻頂研究計畫」目的在於強化我國前瞻研究，推選曾獲國內外重要學
術獎項、有極為傑出研究表現或具國際競爭力之學者，給予高額研究經費，開創科技或產業
新格局之突破性關鍵技術，奠定世界科學領導地位之前瞻性研究成果。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8/27 13: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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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藥物精準篩選平台
本校生物醫學研究所陳怡文教授團隊
榮獲「2021 未來科技獎」殊榮

中

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陳怡文教授帶
領的多維列印醫學研究及轉譯中心跨校技

術團隊，開發國內第一個成功運用醫療體系內臨
床資源及跨領域合作研發之患者體外腫瘤藥物精
準篩選平台，提供給醫師更真實預測治療效果的
精準診療指引，不僅造福癌症患者，也展現台灣
生醫科技實力，榮獲今年科技部「2021 未來科技
陳怡文教授跨校技術團隊榮獲「2021 未來
科技獎」殊榮。

獎」殊榮，稱得上實至名歸。
陳怡文教授技術團隊開發的藥物精準篩選平
台名稱：「生物製造之癌症晶片應用於患者特異
性 用 藥 預 測 平 台 Biofabricated the patient-speciﬁc
tumor-on-a-chip system for medical prediction」，著
重於應用患者腫瘤細胞，在體外建立與患者體內
相似的腫瘤特性及微環境，並透過高通量標準化
試驗，達到準確地在體外符合生理條件的 3D 腫
瘤類球體晶片中測試癌症藥物對病人腫瘤細胞的

周德陽院長與陳怡文教授團隊合影

效果。
在臨床相關性之研究方面，陳怡文教授神采奕奕解說，目前已與中國附醫肺癌團隊合
作，獲得許多與臨床具高度相關性的結果，甚至提供給臨床醫師在除了診療指引外其他用藥
的可能性，幫助患者獲得更有效的治療。
除此之外，這項前瞻技術亦建立帶有免疫細胞的腫瘤微環境，使用患者自體的免疫細
胞，使其體外腫瘤類球體具有與體內腫瘤相似的免疫微環境，藉此可以有效運用於體外測試
免疫療法或細胞療法的效用評估，使得此技術的應用方向更為廣泛，以幫助臨床醫師能同時
評估患者在多種治療方法上的效果。
陳怡文教授表示，在台灣，癌症被列為十大死因之首，其中肺癌更位居十大癌症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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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對抗癌症，已有許多療法問世，提供給病人更多治療的可能；然而，以往在癌症治療的
決策上，主要根據癌症診療指引及醫師的經驗，但由於患者個體差異及未知的致病及藥理機
制，往往造成許多診療指引用藥未達到預期效果的例子，往復更換治療方法的過程，使得患
者增加許多生理、心理及經濟上的壓力。
由此可知，癌症精準醫療在市場上具高度需求性，陳怡文教授技術團隊於是透過患者
的腫瘤檢體，建立個人體外腫瘤微環境進行療法測試，透過直接判讀腫瘤細胞經藥物處理後
的活性，提供給醫師在標準診療指引之外，一個能更真實預測治療效果的精準醫療平台。況
且，「精準醫療除了必須達到『精準』之外，『速度』亦為技術開發重點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此藥物精準篩選平台能提高藥物開發成功率，具「新藥研發」產業應用
性潛力，期望本技術逐步成熟後，成為高精準的常規臨床前試驗，預期可在更合理的開發成
本下協助新藥開發之時程，大幅改變現有醫藥產業現況，並帶動商品之創新。
陳怡文教授帶領跨校際團隊成員包括，國立清華大學王潔副教授、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鄭
逸琳教授、中國醫藥大學謝明佑助理教授、亞洲大學沈育芳助理教授、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張穎宜主治醫師及副研發工程師甘愷雯、助理研發工程師陳建璋。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9/03 14: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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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幹細胞的臨床轉化應用邁向新里程
本校生物醫學研究所教授徐偉成醫師
榮獲科技部 110 年「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台

灣幹細胞的臨床轉化應用夢想將成真！中
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教授徐偉成醫

師團隊開發的臍帶間質幹細胞移植之專利技術成
果，順利授權給長聖國際生技公司進行後續人體
臨床試驗，為腦中風及其他神經功能損傷病患帶
來曙光，榮獲科技部 110 年「傑出技術移轉貢獻
獎」。
徐偉成教授帶領的幹細胞研究團隊開發「間
質幹細胞、其純化擴張之方法、其分離方法及其
應用」專利技術是間質幹細胞申請並獲得全世界
之專利（台灣，美國，大陸，日本及歐盟），專
利技術經授權予長聖國際生醫公司，其他專利也
即將陸續被授權。
長聖國際生醫公司為中國醫藥大學衍生新創
的企業之一，在開發新藥方面，除進行兩項 FDA
及 TFDA 核准之治療急性腦中風及心肌梗塞病患
之 Phase I 及 Phase Ⅱ人體臨床試驗外，更進一步
朝向利用 gene modiﬁcation 臍帶間質幹細胞，藉以
加深原專利保護之深度及廣度。
致力發展幹細胞療法的徐偉成醫師表示，台
灣心臟性猝死發病人數超過 54 萬，相當於每分鐘
約有 1 人發生心臟性猝死；美國的統計資料顯示，
心肌梗塞猝死在包括車禍、自殺、惡性腫瘤等各
種原因引起的總死亡人數中占 20％，腦中風是
造成全世界主要死亡及失能的原因，美國每年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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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約有 73 萬中風新發生個案以及有 4 百萬個中風存活者；英國的研究則指出，每年有超過
12.5 萬名民眾發生中風；在台灣每年約有一萬七千人會因為中風而導致日常生活失能，是成
人殘障的第一要因，可是現今針對腦中風後期並無有效的治療方式，病患在面對中風帶來的
神經功能障礙時，唯一選擇之有效療法即是尋求幹細胞臨床醫療技術協助，經過治療後功能
可達到恢復，其恢復程度達統計學意義。
在精準醫學的理論帶領下，徐偉成教授研究團隊藉由 system biology 之方法，利用
Bioinformatics 之分子生物學技術，詳細探究發現在錯雜多型之人類間質幹細胞中的確存在
具單ㄧ族群標誌（homogenous）之細胞，會表現類胰島素生長因子 1 號接受體（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receptor-IGF1R），並展現自我複製與多重分化特性，極具潛力能促進臍帶間
質幹細胞移植成功率。
徐偉成教授樂觀評估，根據之前臨床試驗收案過程，可看出病患對於此項技術可接受度
高，且期盼其能早日成為腦中風治療常規；此技術未來可實用於廣大腦中風後期日常生活失
能的病患，為此類患者帶來新的曙光。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9/30 16: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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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協力、飛越高峰
蔡長海董事長在本校「研究專利產品（3P）產學共識營」
揭示發展創新教學、研究、產業兼備的卓越優秀世界一流大學

中

國醫藥大學 9 月 25 日舉辦 110
學年度「研究專利產品（paper、

patent、product; 3P）產學共識營」，
蔡長海董事長敦促全校教師關注整個
世界的發展趨勢，尋求生醫領域的話
語 權， 同 時 分 享 個 人「 利 他 」 的 觀
念，以及「大雁飛行」帶來的互相扶
持與團隊合作的啟發，蔡董事長殷切
期勉，比擬學校老師就像一群雁子飛

110 學年度研究專利產品 3P 產學共識營

行，我們目標一致打造更卓越優秀的
世界一流大學，大家一起合作，同心協力，飛越高峰。
蔡董事長致詞時說，3P 的概念我們以前就有，寫 paper 希
望能夠技轉，可以先申請專利，然後又有產品，以往大家比較
重視 paper，現在 paper 和 product 一樣重要。蔡董事長也特別
強調「趨勢」的重要，這十年整個世界的發展趨勢，將影響國
際社會很大。舉個例子，「碳中和」問題影響氣候變遷，讓整
個世界有很大的改變，還有，美國的基礎建設需要鋼鐵，世界
的鋼鐵就大漲，這就是趨勢，趨勢了解以後，怎麼去尋求「話
語權」，就是你講的話，可以帶動一個行業的趨勢，從趨勢到
話語權，值得大家思考。
COVID-19 疫後趨勢，蔡董事長再次重申「數位化與創
新」，加速數位化的腳步，數位教學、數位研究，醫療也要數
位化，例如：個人精準健康管理、數據與分析、精準診斷與疾
病分流、虛擬實境照護與遠距醫療、即時生命與疾病徵象偵測
等，數位醫療熱潮將在十年間有很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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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長海董事長期許校院同仁
掌握社會發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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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奇校長在產學共識
營做專題演講。

周德陽院長分享 - 從一
位臨床醫師去看創新生
醫產品

科技部產學司許增如司
長專題演講「深耕產學
與創新創業」。

鄭隆賓執行長主持特別
演講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各國都在進行疫苗研發與投資，此時，國際生醫產業也
已經朝向包括 mRNA 在內的新技術、細胞治療、AI 醫療應用、遠距醫療等方向發展，像全
球電子商務龍頭亞馬遜（Amazon）就是一直在創新，發展數位化。另外一家，美國沃爾瑪
（Walmart）公司，它本來就有連鎖藥局，現在開連鎖診所，這都是疫後數位化與創新的改
變，台灣的醫療形式也會改變，還有數位教學、數位研究以及數位產業也是一樣，都需要數
位轉型。
數位轉型策略要很明確，營運架構要改變，然後部署人工智慧的應用團隊，這個非常重
要。莫德納這次研發 COVID-19 疫苗，結合人工智慧（AI），表現令人驚豔，所以 AI 是未
來的方向。其次，人才最重要，自己要持續培養人才，然後是跨專業級部門的通力合作，單
打一定是孤單的，一個 Team，一定要合作，腳步會更快。
美國網際網路企業 Salesforce，雲端運算的先驅，每個員工有想法、有信念，想要創新
和改變，想要讓世界更美好，經營理念就是「利他」，與蔡董事長強調的「利他」哲學不謀
而合，Salesforce 幫忙顧客公司改變公司的管理方式，增加獲利，幫助顧客成功，這是新世
代企業最大的競爭優勢。
不論數位轉型還是數位醫療，數據和分析很重要，然後進入個人健康，接著管理，精準
診斷、疾病分流，在虛擬實境照顧遠距醫療，再來就是即時生命與疾病徵象偵測，這就是數
位醫療的成效。美國 2021 上半年獲得 372 筆有關數位醫療的投資，金額總計達 147 億美元，
已經超過去年整年 146 億美元，相信未來也會越多。
美國史丹佛大學已連續 5 年榮登世界最創新大學榜首，擁有 84 名諾貝爾獎得主、8 位
菲爾茲獎得主以及 29 位圖靈獎得主，校友在世界各地創辦了眾多著名的公司機構，如：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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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豐顧問主持特別演
講

郭樹勳副校長特別演講

徐偉成副院長分享研究
—幹細胞與奈米藥物

莊曜宇產學長簡報

歌、雅虎、惠普、思科系統、耐吉、昇陽電腦、台積電、輝達、
藝電等，這些企業家每年創造的收入為 2.7 萬億美元，並創造了
540 萬個工作崗位，奠定了矽谷的基礎，徹底改變了史丹佛大學的
格局，它不只是影響美國，更影響全世界。
史丹佛大學的研究和產學，有一個副校長在負責，史丹佛把
研究和產學部門合併，由副校長指導。史丹佛在「創新的教學」
方面，著重於因應不斷變化的人類體驗、變革性學習、塑造數字
未來等 3 大執行計畫。在「創新的研究」方面，著重於對人類及
自然環境有重大影響力的研究、建立新藥加速器、氣候解決方案、

湯智昕研發長簡報

社會變革加速器等 4 大執行方案。在「創新的服務」上，推進課
堂以外的學習，由校擴散到社區的支持學習，超越性的培育系統，以加強史丹佛及矽谷周邊
企業、社區之連結，尤其是促進史丹佛與矽谷共生之生態系，包括：人才及文化多元，企業
社群回饋與精神，資金豐富，政府支持與企業合作機會多，還有勇於冒險的文化等五個面
向。
大學的使命，在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因此，本
校必須在創新的教學上，提供跨領域學習，培養世界的領航者，服務台灣及全世界。在創新
的研究方面，整合技術與資源，發展特色的研究貢獻人類及社會。在創新的產業領域，強化
研發、專利、技轉，開創尖端的企業回饋學校及體系。
在 3P 發展策略方面，培育及遴聘產學研優秀人才，鼓勵教師結合產業創新及創業，建立
產學合作制度與文化，提升大學創新研發價值及世界競爭力，發展水湳國際健康產學園區成
為全球卓越有特色的高科技生醫園區，為台灣生醫產業之發展盡力，並期盼能打亞洲國際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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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發展衍生新創企業，董事會擬定績效指標 KPI，10 年內 5 至 7 家衍生新創企業上市
櫃（IPO），1 家獨角獸企業（Unicorn）。長聖國際生技公司今年 1 月上櫃，在最短時間，
即被 MSCIMSCI 國際評估和台灣指數公司列入指數成分股，研發能量備受肯定。我們的企
圖心是「十角獸」（Decacorn），醫療產業一定要有衍生企業，然後變成一個良性循環，就
像史丹佛一樣，影響全世界。
根據 PwC 研究報告顯示，全球 AI 產值至 2030 年達 15.7 兆美元，其中獲益最大的產業
是醫療照護、金融科技、零售業、無人駕駛等，本校衍生新創企業長聖、長佳、長陽都在快
速發展，希望儘速將醫療大數據、人工智慧醫療、數位醫療做好，接軌市場龐大的商機，只
要成功，對學校好，社會好，自己都好。
蔡董事長期許，發展中國醫藥大學成為台灣的史丹佛大學、中國醫藥大學醫療體系成為
台灣的梅約醫學中心，打造世界一流頂尖大學及全球卓越有特色的高科技生醫園區是未來的
願景，他不忘叮嚀，學校老師就像雁子飛翔，我們目標一致，讓我們一起努力，讓中國醫藥
大學，台中、台灣更好！
本校校園新聞 202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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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
專利
know-how

專利名稱

發明人
代 表

國家、區域

簽約名稱

合約日期

技轉廠商

know-how

-

吳金濱

-

葛屬植物 Pueraria miﬁﬁca 組織培養、配方調
配技術

2005/10/18

晶旺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吳金濱

-

冬蟲夏草（北蟲草）子實體組織培養、配方調
配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

2005/10/18

晶旺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徐媛曼

-

雞副嗜血外膜蛋白表現技術

2006/5/18

台灣生物製劑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吳金濱

-

藥用植物枇杷葉抗痘有效成分分離純化定量技術

2008/3/1

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吳金濱

-

本土藥用植物枇杷葉指標成份之平台建立

2008/3/1

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吳金濱

-

利用 Banaba 細胞株生合成 corosolic acid 化
合物的技術

2009/4/20

臻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吳金濱
徐媛曼

篩選生物活性轉換酵素之最適化菌株

2009/4/13

鴻元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吳金濱
徐媛曼

know-how

-

翁豐富

know-how

know-how

-

周立偉

天然藍色實用色素之量產技術

2010/1/1

鴻元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

使用電漿熔融技術還原和再生失效含氧金屬觸
媒

2009/12/29

日理化學有限公司

-

遠處針灸治療對終板雜訊電位的電生理學校應
用於
（腦波導引對肌肉痠痛研究）

2009/12/29

台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陳偉德

-

迷你臨床演練評量（mini-CEX）

2009/7/14

醫教諮詢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林如華

-

科學工業園區創新技術研究發展 -『開發高風
險型人類乳突瘤病毒檢測晶片試劑』開發案下
之『樣品保存液及清洗液開發』委託計畫

2009/12/25

晶宇生物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余建志

-

元黃精卵磷脂微脂粒（Liposome）反相技術

2010/3/25

良椼植物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know-how

-

余建志

-

元黃精卵磷脂微脂粒水凝膠

2010/3/25

良椼植物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know-how

-

余建志

-

元黃精卵磷脂微脂粒面膜

2010/3/25

know-how

-

林文鑫

-

具有調節免疫能力之益生菌（R 菌）

2010/7/27

宏醫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

幹細胞生長因子及蛋白聚醣保健食品之抗癌及
抗老化特性評估

2010/5/5

國璽幹細胞應用技術股份有限
公司
長安儀器有限公司

know-how

-

韓鴻志

良椼植物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know-how

-

陳春忠

-

顱內出血清理器

2010/8/15

know-how

-

尤善臻

-

高效能粉刺面膜劑型配方改良

2010/10/29

凱氏國際有限公司

know-how

-

郭悅雄
黃冠中

純化發酵樟芝主成分 Antrosterol ST1 對抗發炎
抗疼痛及保肝功效

2010/9/15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余建志
余建宏

降低介面結合反應的凝膠配方

2011/9/20

太和堂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孫世恆

-

學前兒童動作品質量表

2012/6/1
2019/6/1

know-how

-

中國醫藥
大學

-

文學新視界

2010/12/24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偉翔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郭悅雄
黃冠中

-

純化發酵樟芝主成份 TR1&TR2 對抗發炎抗疼
痛及保肝功效

2012/10/22

know-how

-

林殿傑

-

鈦金屬人工植體的表面處理

2013/5/23

敦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親子互動觀察量表

2013/4/8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
會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親子互動觀察量表

2013/3/6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早期療育
協會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親子互動觀察量表

2013/3/27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親子互動觀察量表

2013/3/6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弘毓社會
福利基金會

2013/8/1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
濟醫院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
教醫院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親子互動觀察量表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親子互動觀察量表

2013/8/1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親子互動觀察量表

2013/10/14

大千綜合醫院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家長自覺親職技巧調查問卷

2013/4/8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家長自覺親職技巧調查問卷

2013/3/6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早期療育
協會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家長自覺親職技巧調查問卷

2013/3/11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家長自覺親職技巧調查問卷

2013/4/17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
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家長自覺親職技巧調查問卷

2013/3/6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弘毓社會
福利基金會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家長自覺親職技巧調查問卷

2013/8/1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
濟醫院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
教醫院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家長自覺親職技巧調查問卷

2013/8/1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家長自覺親職技巧調查問卷

2013/10/14

大千綜合醫院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家長自覺親職技巧調查問卷

2013/3/7

財團法人新北市
私立明新兒童發展中心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團隊療育服務記錄表

2013/3/6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早期療育
協會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團隊療育服務記錄表

2013/3/6

財團法人台中私立弘毓社會福
利基金會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團隊療育服務記錄表

2013/3/27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know-how

-

周德陽

-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資訊管理系統

2013/7/10

上海康程醫院管理諮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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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
know-how

專利名稱

發明人
代 表

國家、區域

簽約名稱

合約日期

技轉廠商

know-how

-

侯庭鏞

-

「具血糖調控功能之多胜肽」在瓜科血糖調控
保健食品之開發

2013/7/5

綠茵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楊文光

-

樹突細胞腦瘤細胞免疫治療製劑

2013/9/24

世福細胞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郭悅雄

-

EK100 非小細胞肺癌輔助治療植物新藥開發

2013/12/31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know-how

-

楊惠婷

-

個人化營養諮詢暨評估系統後台建置

2014/1/1

高登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楊惠婷

-

線上營養諮詢服務營養師諮詢問卷建置

2014/1/1

健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楊惠婷

-

個人健康管理平台前台介面設計及後台人員教
育訓練流程

2014/4/1

know-how

-

楊惠婷

-

木耳萃取技術與萃取物應用

know-how

-

蔡興國

-

整合性研究計畫人事費管理系統

2014/12/25

臺北醫學大學

know-how

-

高尚德

-

恆美菇醣酵素餐

2015/3/10

恆美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林文川
吳金濱

台灣骨碎補（龍眼葒）成分之分析技術

2015/6/1

臻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徐媛曼

-

防止仔豬下痢之益生菌與中草藥組合配方

2015/2/12

祥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余建宏
余建志

矯正器表面沾黏測試評估之技術

2016/2/1

維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翊江科技有限公司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家庭需求調查問卷（台灣版）

2016/4/1

青彰復健科診所

know-how

-

孫世恆

-

早期療育家庭服務成效問卷（台灣版）

2016/4/1

青彰復健科診所

know-how

-

孫世恆

-

以家庭為中心早期療育服務紀錄表

2016/4/1

青彰復健科診所

know-how

-

李國箴

-

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

2016/1/27

凱寧達康股份有限公司

-

整合性研究計畫人事費管理系統

2016/6/22

弘光科技大學

邱紹智

-

用於評估多型性膠質母細胞患者適用以樹突狀細
胞腫瘤疫苗為基礎的免疫治療之方法及預測多型
性膠質母細胞瘤患者經治療後的存活率之方法

2016/6/7

長新生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長新生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專利

附醫申請

專利

附醫申請

邱紹智

-

樹突狀細胞腫瘤疫苗及其製備方法

2016/6/7

know-how

-

林文鑫

-

一株具有降血脂能力的嗜酸乳桿菌

2017/1/1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陳怡文

-

Aligner procedure/Designed silicon mold and
medical model/
咬合板及截骨手術導引版

2017/10/18

長陽生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專利

附醫申請

邱紹智

-

樹突狀細胞腫瘤疫苗及其製備方法

2017/1/26

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專利

附醫申請

邱紹智

-

用於評估多型性膠質母細胞患者適用以樹突狀細
胞腫瘤疫苗為基礎的免疫治療之方法及預測多型
性膠質母細胞瘤患者經治療後的存活率之方法

2017/1/26

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

表現 IGF1R 之幹細胞治療心肌梗塞及幹細胞的
應用

2017/3/15

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1/1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7/12/1

中亞健康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徐偉成

know-how

-

徐媛曼

-

改善犬隻消化與異位性皮膚炎之益生菌與中草
藥複方組合

著作權

-

周德陽

-

中亞健康網之醫療健康資訊
手術影像導引定位裝置及其系統

2018/6/22

鈦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妝產品劑型開發

2018/6/20

泰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骨齡評估與身高預測模型、骨齡評估與身高預
測系統及骨齡評估與預測方法；細胞染色體異
常檢測方法；心房顫動與二型糖尿病引發的缺
血性中風預測模型、其系統與方法

2018/10/15

長佳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

以靜電紡絲及編織技術製備聚乙烯醇 / 奈米碳
管神經傳導之製備技術及其應用評估

2018/6/1

雅而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國祥

-

應用於文件影像之基於深度學習技術的特殊資
訊偵測技術

2018/9/11

元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邱紹智

中華民國、中國
大陸

HLA-G 嵌合抗原受體、核酸、HLA-G 嵌合抗
原受體表達質體、表達 HLA-G 嵌合抗原受體
細胞其用途以及用於治療乳癌之醫藥組合物

2018/11/25

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視航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讓與

手術影像導引定位裝置及其系統

林欣榮

know-how

-

趙國評

-

專利

骨齡評估與身高預測模型之建立方法、
骨齡評估與身高預測系統及骨齡評估與
身高預測方法

蔡輔仁

PCT、中華民
國、
中國大陸

染色體異常檢測模型之建立方法、染色
體異常檢測系統及染色體異常檢測方法
先期技轉

-

先期技轉

-

專利

嵌合抗原受體、核酸、嵌合抗原受體表
達質體、表達嵌合抗原受體細胞、其用
途以及用於治療癌症之醫藥組合物

中華民國、
PCT、日本
陳悅生

know-how

-

卓夙航

-

抗近視眼藥水 SHJ002 前臨床實驗數據

2019/9/12

know-how

-

張長正

-

評估臉部年輕化之基準測量角度與長度

2019/11/28

遠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高校聚丙烯 / 二氧化鈦製備熔噴靜電複合空氣
過濾材之加工技術及其性能評估

2019/6/1

信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陳悅生

know-how

-

林殿傑

-

Si-Cap 奈米粉末應用在齒質修復

2021/7/15

株式會社 Blessing/Blessing
Co.,Ltd

專利

HLA-G 特異性嵌合抗原受體、核酸、
HLA-G 特異性嵌合抗原受體表達質體、
表達 HLA-G 特異性嵌合抗原受體細胞、
其用途以及用於治療癌症之醫藥組合物

邱紹智

中華民國、中國
大陸、美國、
日本、歐洲專利
局、澳洲

HLA-G 嵌合抗原受體之細胞治療技術平台及應
用於治療乳癌與胰臟癌

2021/1/15

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先期技轉

-

陳悅生

-

產學合作計畫 - 聚（3,4- 乙烯二氧噻吩）塗佈
聚乙烯醇編織物製備
可導電神經導管之製備技術及其特性評估

2020/11/26

雅而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周德陽

-

人體保健資訊資料集

2021/4/7

長佳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雙特異性 T 細胞銜接奈米抗體治療平台

2021/7/6

聖安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本草藥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先期技轉

know-how

Anti-HLA-G Nanobodies and Use
Thereof
專利

Anti-PDL-1 Nanobody and Use Thereof

美國臨時案
周德陽

Anti-CD3 Epsilon Nanobody and Use
Thereof

美國臨時案
美國臨時案

know-how

-

趙嶸

-

台灣本產青黛製程優化

2021/12/7

know-how

-

袁明豪

-

高效水膠乾燥劑材料

2021/10/5

克美有限公司

先期技轉

-

陳悅生

-

以 PVA 製備可降解帶藥神經導管加工技術與及
其特性評估

2021/11/22

雅而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know-how

-

趙坤山

-

放射治療計畫正常器官自動勾勒系統

2021/12/7

長佳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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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利
發明人

專利
階段

專利申請
日期

專利申請案號

獲證

2008/1/30

獲證

2007/12/26
2008/1/7

申請國家

專利名稱

中華民國

可預防動脈粥狀硬化之草本組合物、其萃取物，及由該萃取
物所製成的保健產品

吳介信

中華民國

感測頭裝置

黃進明

中國大陸

感測頭裝置

黃進明

獲證

獲証日

專利證號

097103536

2011/8/21

I347190

096150252

2013/3/21

I389670

200810000222.8

2010/8/25

ZL 2008 1 0000222.8

中華民國

可進行頻譜分析的脈診儀

黃進明

獲證

2007/9/19

096134914

2010/7/11

I327061

中華民國

玉蘭花葉萃取物及其用途

溫國慶

獲證

2009/1/22

098102469

2012/5/1

I362938

2- 芳香基 -4- 喹啉酮的新穎親水性衍生物及其作為抗癌劑的
用途

江秀梅

獲證

2009/1/22

098102468

2012/7/21

I368517

中華民國

郭盛助

獲證

2007/12/7

096146890

2013/11/11

I414293

美國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10/2/5

12/448,088

2013/5/14

US 8,440,692

南非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09/5/27

2009/03694

2010/2/24

2009/03694

加拿大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07/12/7

2670292

2012/1/31

2,670,292

印度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07/12/7

03052/CHENP/2009

2016/2/16

271317

日本

2-Selenophene-4-quinolones and use thereof as anticancer
agents

中華民國

中國大陸
歐盟
歐盟落地
英國
歐盟落地
德國
歐盟落地
法國
歐盟落地愛爾
蘭
歐盟落地
比利時
歐盟落地
瑞士
歐盟落地
荷蘭
日本
韓國
加拿大
俄羅斯
澳洲
紐西蘭
歐盟

咖啡葉萃取物及其用途

郭盛助

獲證

2012/8/3

2012-173103

2014/3/20

5501414

2- 芳香基 -4- 喹啉酮的新穎親水性衍生物及其作為抗癌劑的用途

郭盛助

獲證

2009/6/4

200780044796.9

2013/4/24

ZL 2007 8 0044796.9

郭盛助

獲證

2007/12/7

07853279.3

2013/2/18

EP2096924

2- 芳香基 -4- 喹啉酮的新穎親水性衍生物及其作為抗癌劑的用途

郭盛助

落地

2007/12/7

07853279.3

2013/2/18

EP2096924

郭盛助

落地

2007/12/7

07853279.3

2013/2/18

EP2096924

郭盛助

落地

2007/12/7

07853279.3

2013/2/18

EP2096924

郭盛助

落地

2007/12/7

07853279.3

2013/2/18

EP2096924

郭盛助

落地

2007/12/7

07853279.3

2013/2/18

EP2096924

郭盛助

落地

2007/12/7

07853279.3

2013/2/18

EP2096924

郭盛助

落地

2007/12/7

07853279.3

2013/2/18

EP2096924

2- 芳香基 -4- 喹啉酮的新穎親水性衍生物及其作為抗癌劑的用途

郭盛助

獲證

2007/7/2

2009-540310

2012/10/5

5102843

2- 芳香基 -4- 喹啉酮的新穎親水性衍生物及其作為抗癌劑的用途

郭盛助

獲證

2007/12/7

10-2009-7014196

2012/4/17

10-1139413

郭盛助

獲證

2007/12/7

2670292

2012/1/31

2,670,292

郭盛助

獲證

2009/6/30

2009124622

2011/7/20

2424245

郭盛助

獲證

2007/12/7

2007328034

2011/6/23

200732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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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芳香基 -4- 喹啉酮的新穎親水性衍生物及其作為抗癌劑的用途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09/5/22

577130

2011/3/8

577130

郭盛助

獲證

2011/12/20

11010021.1

2014/9/3

EP2468747

歐盟落地
英國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11/12/20

11010021.1

2014/9/3

EP2468747

歐盟落地德國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11/12/20

11010021.1

2014/9/3

EP2468747

歐盟落地
法國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11/12/20

11010021.1

2014/9/3

EP2468747

歐盟落地
愛爾蘭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11/12/20

11010021.1

2014/9/3

EP2468747

歐盟落地
比利時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11/12/20

11010021.1

2014/9/3

EP2468747

歐盟落地
瑞士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11/12/20

11010021.1

2014/9/3

EP2468747

歐盟落地
荷蘭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11/12/20

11010021.1

2014/9/3

EP2468747

歐盟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11/12/20

11010020.3

2014/9/3

EP2455369

歐盟落地
法國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11/12/20

11010020.3

2014/9/3

EP2455369

歐盟落地
英國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11/12/20

11010020.3

2014/9/3

EP2455369

歐盟落地
德國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11/12/20

11010020.3

2014/9/3

EP2455369

歐盟落地
比利時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11/12/20

11010020.3

2014/9/3

EP2455369

歐盟落地
瑞士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11/12/20

11010020.3

2014/9/3

EP2455369

歐盟落地
荷蘭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11/12/20

11010020.3

2014/9/3

EP2455369

歐盟落地
愛爾蘭

Novel hydrophilic derivatives of 2-aryl-4-quinolones as
anticancer agents

郭盛助

獲證

2011/12/20

11010020.3

2014/9/3

EP2455369

2- 苯基 -4- 喹啉酮化合物及其作為抗癌劑的用途

郭盛助

獲證

2012/8/3

2012-173103

2014/3/20

5501414

郭盛助

獲證

2007/12/7

2012-173104

2016/7/15

5969854

日本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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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2- 哂吩基 -4- 喹啉酮的化合物及其作為抗癌劑的用途

專利
階段

郭盛助

獲證

2013/5/13

13/892,576

2015/5/5

US 9,023,867 B2

美國
美國

2- 苯基 -4- 喹啉酮化合物及其作為抗癌劑的用途

2- 苯基 -4- 喹啉酮化合物及其作為抗癌劑的用途

郭盛助

獲證

2013/5/13

13/892,522

2015/5/5

US 9,023,866 B2

郭盛助

獲證

2013/5/13

13/892,545

2015/5/5

US 9,029,394 B2

Blood sugar-modulating polypeptides

侯庭鏞

獲證

2009/3/5

09154406.4

2014/5/7

2191837

歐盟落地
法國

Blood sugar-modulating polypeptides

侯庭鏞

落地

2009/3/5

09154406.4

2014/5/7

2191837

歐盟落地
英國

Blood sugar-modulating polypeptides

侯庭鏞

落地

2009/3/5

09154406.4

2014/5/7

2191837

歐盟

歐盟落地
瑞士

Blood sugar-modulating polypeptides

侯庭鏞

落地

2009/3/5

09154406.4

2014/5/7

2191837

歐盟落地
義大利

Blood sugar-modulating polypeptides

侯庭鏞

落地

2009/3/5

09154406.4

2014/5/7

2191837

歐盟落地
德國

Blood sugar-modulating polypeptides

侯庭鏞

落地

2009/3/5

09154406.4

2014/5/7

2191837

中華民國

具血糖調控功能之多胜肽

侯庭鏞

獲證

2008/12/1

097146586

2011/6/1

I342781

美國

BLOOD SUGAR-MODULATING POLYPEPTIDES

侯庭鏞

獲證

2010/11/18

12/949,196

2013/7/2

US 8,476,229

美國

用於抑制第二型 T 輔助細胞之細胞激素之生長及 / 或抑制趨
化激素之生成之含蘇木素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李珍珍

獲證

2010/8/5

12/850,857

2014/8/5

US 8,796,327 B2

馬來西亞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and uses thereof

林文鑫

獲證

2011/7/13

PI 201100330

2014/4/30

MY-151204-A

中華民國

胚芽乳酸桿菌及其用途

林文鑫

獲證

2010/7/20

99123851

2013/7/11

I401086

韓國

胚芽乳酸桿菌及其用途

林文鑫

獲證

2010/10/26

10-2010-0104353

2013/4/11

10-1255894

美國

胚芽乳酸桿菌及其用途

林文鑫

獲證

2010/8/25

12/868,136

2013/4/9

US 8,415,135 B2

中國大陸

胚芽乳酸桿菌及其用途

林文鑫

獲證

2010/7/22

201010233798.6

2013/3/13

ZL 2010 1 0233798.6

2012/11/16

5134060

I397425

日本

胚芽乳酸桿菌及其用途

林文鑫

獲證

2010/9/28

2010-217075

泰國

胚芽乳酸桿菌及其用途（強烈附著於腸胃道細胞的益生性乳
酸菌）

林文鑫

答辯

2011/7/14

1101001166
201320242167.X

中國大陸

跌倒警報系統

邱俊誠

申請中

2013/5/7

中華民國

用於抗氧化、抑制基質金屬蛋白酶活性及 / 或生成、及 / 或促
進膠原蛋白生成之白仙丹葉萃取物及其用途

江秀梅

獲證

2010/5/25

099116636

2013/6/1

中華民國

用於抑制血管狹窄之醫藥組合物及萃取物與該等之應用

韓鴻志

獲證

2011/2/15

100104878

2015/6/1

I486165

美國

用於抑制血管狹窄之醫藥組合物及萃取物與該等之應用

韓鴻志

獲證

2011/5/20

13/112,220

2012/10/9

US 8,283,377 B2

美國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FOR INHIBITING
INFLAMMATION

黃鐙樂

獲證

2011/2/10

13/024,764

2014/4/8

US 8,691,796 B2

日本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FOR INHIBITING
INFLAMMATION

黃鐙樂

獲證

2011/3/28

2011-069623

2014/4/4

特許第 5513430 號

中華民國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獲證

2010/10/29

99137186

2013/1/21

I382841

中國大陸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上訴審
查中

2011/9/23

201110287573.3

香港

包含玻尿酸及 HMG-CoA 還原酶抑制劑之抑制發炎組合物

黃鐙樂

獲證

2012/7/23

12107176.7

2014/10/10

HK1166468

歐盟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獲證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奧地利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比利時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瑞士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捷克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德國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丹麥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西班牙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芬蘭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法國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英國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希臘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克羅埃西亞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匈牙利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愛爾蘭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義大利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立陶宛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盧森堡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荷蘭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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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落地
挪威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波蘭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葡萄牙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羅馬尼亞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塞爾維亞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11/21

2446884(53546)

歐盟落地
瑞典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斯洛法尼亞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歐盟落地
土耳其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落地

2011/9/20

EP11 181 939.7

2014/6/25

2446884

中華民國

用於抗氧化、抑制基質金屬蛋白酶活性及 / 或生成、及 / 或抑
制有絲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之磷酸化之欖仁舅葉萃取物及其用
途（欖仁舅抗氧化及抗老化作用）

江秀梅
溫國慶

獲證

2010/12/14

099143696

2013/6/1

I397416

美國

METHOD FOR ANTI-OXIDATION,INHIBITING
ACTIVITY AND/OR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AND/OR INHIBITING
PHOSPHORYLATION OF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USING NEONAUCLEA
RETICULATALEAF EXTRACTS

江秀梅
溫國慶

獲證

2011/2/22

13/032,016

2013/1/8

US 8,349,371 B2

中華民國

用於抗氧化、抑制基質金屬蛋白酶活性及 / 或生成、及 / 或抑制
有絲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之磷酸化之大葉千斤拔萃取物及其用途

江秀梅
溫國慶

獲證

2010/12/22

099145269

2014/1/21

I423811

美國

METHOD FOR ANTI-OXIDATION, INHIBITING
ACTIVITY AND/OR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AND/OR INHIBITING
PHOSPORYLATION OF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USING FLEMINGIA MACROPHYLLA EXTRACT

江秀梅
溫國慶

獲證

2011/2/24

13/034,370

2013/7/9

US8,481,095 B2

美國

COMPOUNDS AND METHOD FOR INHIBITING THE
ACTIVITY OF GELATINASE AND COLLAGENASE

莊聲宏
李慶國

獲證

2011/6/23

13/167,060

2013/7/16

US 8,486,898 B2

中國大陸

感應墊

羅士哲

獲證

2011/2/12

201110037095.0

2015/4/15

ZL201110037095.0

美國

感應墊

羅士哲

獲證

2012/6/7

13/491,151

2014/12/30

US 8,922,225 B2

日本

感應墊

羅士哲

獲證

2012/6/26

2012-143339

2014/4/25

5531058

中華民國

感應墊

羅士哲

獲證

2011/1/6

100100496

2013/3/21

I389677

美國

METHOD FORTREATING BRAIN CANCER OR
REDUCING TEMOZOLOMIDE-RESISTANCE OF BRAIN
CANCER CELLS

韓鴻志

獲證

2011/5/17

13/109,619

2015/4/28

US 9,018,251 B2

中國大陸

治疗脑癌或用以降低脑癌细胞对替莫唑胺的抗药性的医药组合物

韓鴻志

獲證

2011/2/1

201110034321.X

2014/3/19

ZL 2011 1 0034321.X
( 證書編號：1365721)

日本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FOR TREATING
BRAIN CANCER OR REDUCING TEMOZOLOMIDERESISTANCE OF BRAIN CANCER CELLS AND USES
OF THE SAME

韓鴻志

獲證

2011/6/29

2011-144450

2013/11/22

5417385

歐盟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OMPRISING
Z-BUTYLIDENEPHTHALIDE FOR TREATING
BRAIN CANCER OR REDUCING TEMOZOLOMIDERESISTANCE OF BRAIN CANCER CELLS AND USE

韓鴻志

獲證

2011/8/1

11 176 117.7

2013/5/8

2438914

歐盟落地
德國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OMPRISING
Z-BUTYLIDENEPHTHALIDE FOR TREATING
BRAIN CANCER OR REDUCING TEMOZOLOMIDERESISTANCE OF BRAIN CANCER CELLS AND USE

韓鴻志

落地

2011/8/1

11 176 117.7

2013/5/8

2438914

歐盟落地
西班牙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OMPRISING
Z-BUTYLIDENEPHTHALIDE FOR TREATING
BRAIN CANCER OR REDUCING TEMOZOLOMIDERESISTANCE OF BRAIN CANCER CELLS AND USE

韓鴻志

落地

2011/8/1

11 176 117.7

2013/5/8

2438914

歐盟落地
法國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OMPRISING
Z-BUTYLIDENEPHTHALIDE FOR TREATING
BRAIN CANCER OR REDUCING TEMOZOLOMIDERESISTANCE OF BRAIN CANCER CELLS AND USE

韓鴻志

落地

2011/8/1

11 176 117.7

2013/5/8

2438914

歐盟落地
英國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OMPRISING
Z-BUTYLIDENEPHTHALIDE FOR TREATING
BRAIN CANCER OR REDUCING TEMOZOLOMIDERESISTANCE OF BRAIN CANCER CELLS AND USE

韓鴻志

落地

2011/8/1

11 176 117.7

2013/5/8

2438914

歐盟落地
義大利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OMPRISING
Z-BUTYLIDENEPHTHALIDE FOR TREATING
BRAIN CANCER OR REDUCING TEMOZOLOMIDERESISTANCE OF BRAIN CANCER CELLS AND USE

韓鴻志

落地

2011/8/1

11 176 117.7

2013/5/8

2438914

中華民國

治療腦癌或用以降低腦癌細胞對替莫唑胺之抗藥性之醫藥組
合物及其應用

韓鴻志

獲證

2011/1/7

100100673

2013/2/21

I386203

中華民國

含積雪草活性成分之敷材及其應用

姚俊旭

獲證

2011/3/11

100108274

2014/7/21

I445555

美國 -CIP

METHOD FOR DETERMINING AND TREATING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張顥騰

獲證

2015/9/15

14/854,051

2016/8/9

US 9,410,969 B2

2014/9/16

US 8,835,405 B2

2019/9/13

HK1178447

美國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獲證

2011/12/23

13/336,178

印度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AND METHOD FOR
INHIBITING INFLAMMATION

黃鐙樂

申請中

2012/11/26

1350/KOL/2012

香港

用於抑制發炎之醫藥組合物

黃鐙樂

獲證

2013/5/6

13105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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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國家

專利名稱

美國

2-aryl-4-quinazolinones and their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s

中華民國

2- 芳基 -4- 喹唑啉酮化合物及其醫藥組合物

發明人

專利
階段

專利申請
日期

專利申請案號

獲証日

專利證號
US 8,710,064 B2

侯曼貞

獲證

2011/10/20

13/277,520

2014/4/29

侯曼貞

獲證

2011/10/7

100136443

2014/2/21

I426903

侯曼貞

獲證

2013/7/30

13/953,882

2015/6/2

US 9,045,437 B2

美國 D2

2-aryl-4-quinazolinones and their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s

美國 D1

2-aryl-4-quinazolinones and their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s

侯曼貞

獲證

2013/7/30

13/953,847

2015/4/14

US 9,006,239 B2

中國大陸

壓力感測構件

羅士哲

獲證

2011/11/7

201110349055.X

2015/2/18

ZL201110349055.X

中華民國

壓力感測構件

羅士哲

獲證

2011/10/21

100138230

2014/8/1

I447366

美國

PRESSURE MEASUREMENT MEMBER

羅士哲

獲證

2012/3/5

13/412,467

2014/5/6

US 8,714,020 B2

中華民國

抑制乳癌細胞增生的化合物 (I) 之用途

楊新玲 /
許游章

獲證

2012/2/20

101105469

2014/9/1

I450714

中國大陸

手術導航方法及其裝置

林欣榮

獲證

2012/3/31

201210098700.X

2014/12/17

ZL201210098700.X

中華民國

手術影像導引定位裝置及其系統

林欣榮

獲證

2012/3/3

101107199

2014/12/11

I463964

印度

手術導航方法及其裝置

林欣榮

申請中

2012/9/11

2639/MUM/2012

印尼

手術導航方法及其裝置

林欣榮

獲證

2012/9/14

P-0021200738

2015/9/7

IDP000039347

中國大陸

用於抑制谷胱甘肽 S- 轉移酶 omega 1 活性的化合物及其製
備方法、和包含該化合物的醫藥組合物

吳永昌

獲證

2013/12/10

201310665042.2

2016/2/3

ZL201310665042.2

中華民國

用於抑制谷胱甘肽 S －轉移酶 omega １活性之化合物及其
製備方法

吳永昌

獲證

2013/2/7

102104891

2015/10/11

I503315

美國

COMPOUND FOR INHIBITING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OMEGA 1 ACTIVITY,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ONTAINING
THEREOF, AND METHOD FOR SYNTHESIZING THE
SAME

吳永昌

獲證

2013/3/18

13/845,119

2015/5/3

US 8,969,406 B2

PCT

用於抑制谷胱甘肽 S- 轉移酶 omega 1 活性的化合物及其製
備方法、和包含該化合物的醫藥組合物

吳永昌

已進入
國家

2013/12/9

PCT/CN2013/088871

PCT 進入歐盟

COMPOUND FOR INHIBITING ACTIVITY OF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OMEGA
1 AND PREPARATION METHOD THEREOF, AND
PHARMACEUTICALCOMPOSITIONS CONTAINING
COMPOUND

吳永昌

獲證

2016/6/8

13899167.4

2018/2/28

3081562

PCT 進入歐盟
落地英國

COMPOUND FOR INHIBITING ACTIVITY OF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OMEGA
1 AND PREPARATION METHOD THEREOF, AND
PHARMACEUTICALCOMPOSITIONS CONTAINING
COMPOUND

吳永昌

落地

2016/6/8

13899167.4

2018/2/28

3081562

PCT 進入歐盟
落地
德國

COMPOUND FOR INHIBITING ACTIVITY OF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OMEGA
1 AND PREPARATION METHOD THEREOF, AND
PHARMACEUTICALCOMPOSITIONS CONTAINING
COMPOUND

吳永昌

落地

2016/6/8

602013033906.6

2018/2/28

3081562

PCT 進入歐盟
落地
法國

COMPOUND FOR INHIBITING ACTIVITY OF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OMEGA
1 AND PREPARATION METHOD THEREOF, AND
PHARMACEUTICALCOMPOSITIONS CONTAINING
COMPOUND

吳永昌

落地

2016/6/8

13899167.4

2018/2/28

3081562

日本

グルタチオン S‐転移酵素 omega 1 の活性抑制用化合物
及びその調製方法、並びにこの化合物を含む医薬組成物

吳永昌

獲證

2014/1/22

2014-009625

2015/7/17

5778301

中華民國

光纖式穿透影像擷取方法及其裝置

林欣榮

獲證

2012/12/19

101148364

2015/4/21

I481853

美國

Fiber-type image capturing method and apparatus thereof

林欣榮

獲證

2013/3/18

13/846,821

2014/10/28

US 8,873,034 B2

中國大陸

光纖式穿透影像擷取方法及其裝置

林欣榮

獲證

2013/2/5

201310045894.1

2016/6/29

201310045894.1

美國

METHOD FOR IMPROVING SKIN APPEARANCE AND
REDUCING HAIR LOSS

韓鴻志

獲證

2012/6/20

13/527,984

2015/6/2

US 9,044,444 B2

歐盟

POLYPEPTIDES, NUCLEIC ACID MOLECULE
ENCODING POLYPEPTIDES, AND USES OF
POLYPEPTIDES

侯庭鏞

獲證

2012/8/9

12179926.6

2015/10/7

EP2664622

歐盟落地
英國

POLYPEPTIDES, NUCLEIC ACID MOLECULE
ENCODING POLYPEPTIDES, AND USES OF
POLYPEPTIDES

侯庭鏞

落地

2012/8/9

12179926.6

2015/10/7

EP2664622

歐盟落地
德國

POLYPEPTIDES, NUCLEIC ACID MOLECULE
ENCODING POLYPEPTIDES, AND USES OF
POLYPEPTIDES

侯庭鏞

落地

2012/8/9

12179926.6

2015/10/7

EP2664622

歐盟落地
法國

POLYPEPTIDES, NUCLEIC ACID MOLECULE
ENCODING POLYPEPTIDES, AND USES OF
POLYPEPTIDES

侯庭鏞

落地

2012/8/9

12179926.6

2015/10/7

EP2664622

美國 D1

Polypeptides, nucleic acid molecule encoding polypeptides,
and uses of polypeptides

侯庭鏞

獲證

2014/1/22

14/160,791

2015/5/12

US 9,029,326 B2

日本

多胜肽、編碼該多胜肽之核酸分子、以及該多胜肽之
應用 (POLYPEPTIDES, NUCLEIC ACID MOLECULE
ENCODING POLYPEPTIDES, AND USES OF
POLYPEPTIDES)

侯庭鏞

獲證

2012/9/10

2012-198300

2015/1/9

特許第 5676538 號

US 8,697,649 B2

美國

Polypeptides, nucleic acid molecule encoding polypeptides,
and uses of polypeptides

侯庭鏞

獲證

2012/7/25

13/557,374

2014/4/15

中華民國

多胜肽、編碼該多胜肽之核酸分子、以及該多胜肽之應用

侯庭鏞

獲證

2012/5/18

101117779

2017/6/21

I588153

中國大陸

多胜肽、編碼該多胜肽之核酸分子、以及該多胜肽之應用

侯庭鏞

獲證

2012/5/24

201210164364.4

2016/12/14

ZL 201210164364.4
(2314307)

歐盟 分割案

POLYPEPTIDES, NUCLEIC ACID MOLECULE ENCODING
POLYPEPTIDES, AND USES OF POLYPEPTIDES
（胰島素受體結合胜肽及其生物醫學應用）

侯庭鏞

獲證

2015/5/28

15169670.5

2016/9/21

294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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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
階段

專利申請
日期

專利申請案號

侯庭鏞

獲證

2014/12/25

2014-263136

2016/6/10

5947872

侯庭鏞

獲證

2014/3/19

14102758.2

2017/10/6

HK1189607

林欣榮

獲證

2012/9/11

201210333448.6

2015/5/13

ZL 2012 1 0333448.6
( 證書號：1664498)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林欣榮

獲證

2012/8/10

101129160

2014/11/11

I460168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FOR INHIBITING
AUTOPHAGY OF MOTOR NEURONS AND USE THEREOF

林欣榮

獲證

2012/12/4

13/693,653

2014/5/20

US 8,729,026 B2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林欣榮

已進入
國家

2012/8/17

PCT/CN2012/080291

PCT 進入日本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林欣榮

獲證

2014/8/12

2014-555922

2017/7/21

6178802

PCT 進入韓國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FOR INHIBITING
AUTOPHAGY OF MOTOR NEURONS AND USE THEREOF

林欣榮

獲證

2015/1/9

10-2015-7000505

2017/1/6

10-1695801

PCT 進入澳洲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林欣榮

獲證

2014/12/18

2012387970

2016/2/11

2012387970

PCT 進入
紐西蘭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FOR INHIBITING
AUTOPHAGY OF MOTOR NEURONS AND USE THEREOF

林欣榮

獲證

2014/12/18

703195

2016/9/27

703195

PCT 進入印尼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林欣榮

申請中

2015/1/30

P00 2015 00605

PCT 進入
馬來西亞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正 丁烯基苯酚治療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

林欣榮

獲證

2015/1/5

2015700018

2020/12/12

MY-180932-A

PCT 進入
菲律賓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FOR INHIBITING
AUTOPHAGY OF MOTOR NEURONS AND USE
THEREOF

林欣榮

獲證

2015/1/8

1-2015-500047

2016/6/22

1-2015-500047

2016/5/5

2585372

申請國家

專利名稱

日本 分割案

POLYPEPTIDES, NUCLEIC ACID MOLECULE
ENCODING POLYPEPTIDES, AND USES OF
POLYPEPTIDES

香港

多勝肽、編碼該多勝肽的核酸分子、以及該多勝肽的應用

中國大陸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的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中華民國
美國
PCT

發明人

PCT 進入
俄羅斯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FOR INHIBITING
AUTOPHAGY OF MOTOR NEURONS AND USE THEREOF

林欣榮

獲證

2015/1/28

2015102728

PCT 進入巴西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林欣榮

申請中

2015/1/28

BR 11 2015 001989 7

獲証日

專利證號

PCT 進入歐盟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林欣榮

獲證

2014/7/9

12883034.6

2017/6/12

2992879

PCT 進入歐盟
落地奧地利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林欣榮

獲證

2014/7/9

12883034.6

2017/6/12

2992879

PCT 進入歐盟
落地比利時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林欣榮

落地

2014/7/9

12883034.6

2017/6/12

2992879

PCT 進入歐盟
落地瑞士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林欣榮

落地

2014/7/9

12883034.6

2017/6/12

2992879

PCT 進入歐盟
落地德國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林欣榮

落地

2014/7/9

12883034.6

2017/6/12

2992879

PCT 進入歐盟
落地西班牙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林欣榮

落地

2014/7/9

12883034.6

2017/6/12

2992879

PCT 進入歐盟
落地法國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林欣榮

落地

2014/7/9

12883034.6

2017/6/12

2992879

PCT 進入歐盟
落地英國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林欣榮

落地

2014/7/9

12883034.6

2017/6/12

2992879

PCT 進入歐盟
落地義大利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林欣榮

落地

2014/7/9

12883034.6

2017/6/12

2992879

PCT 進入歐盟
落地荷蘭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林欣榮

落地

2014/7/9

12883034.6

2017/6/12

2992879

PCT 進入歐盟
落地瑞典

用於抑制運動神經元自體吞噬之醫藥組合物及其應用

林欣榮

落地

2014/7/9

12883034.6

2017/6/12

2992879

中華民國

苯醌類化合物應用於抑制黑色素瘤細胞之 Wnt/β-catenin
訊息途徑之用途

楊新玲
許游章

獲證

2012/9/18

101134138

2015/10/21

I504390

中國大陸

苯醌類化合物應用於抑制黑色素瘤細胞之 Wnt/β-catenin
訊息途徑之用途

楊新玲
許游章

申請中

2012/10/31

201210428306.8

中華民國

胚芽乳酸桿菌 CMU995 菌株之新用途

林文鑫

獲證

2012/8/29

101131368

2014/12/11

I463986

美國

Use of Lactobacillus for liver protection

林文鑫

獲證

2013/1/8

13/736,089

2014/4/29

US 8,709,784 B2
ZL 2012110380750.7

中國大陸

胚芽乳酸桿菌 CMU995 菌株的新用途

林文鑫

獲證

2012/10/9

201210380750.7

2016/12/21

中華民國

篩檢動脈粥狀硬化血管疾病高危險群的方法

陳朝榮

獲證

2012/12/28

101150905

2014/10/21

I457563

美國

Method for diagnosing whether a subject is at high risk for
developing atherosclerotic vascular disease

陳朝榮

獲證

2013/2/22

13/773,820

2016/6/7

US 9,360,451 B2

中華民國

於活體外檢測精神分裂症之方法及其組成物

藍先元

獲證

2012/11/22

101143594

2014/9/11

I452140

中華民國

咬口器

吳伊娜

獲證

2012/11/19

101143055

2016/6/11

I537016

中國大陸

咬口器

吳伊娜

獲證

幹細胞を培養するための方法及びキット

2013/1/16

201310016757.5

2016/4/27

ZL201310016757.5

日本

劉詩平

獲證

2013/3/6

2013-044792

2015/6/19

特許第 5764598 號

中華民國

培養幹細胞之方法及套組

劉詩平

獲證

2013/1/25

102102807

2015/5/11

I484033

中華民國

得自於一稻作物的稻殼的精製產物及其製備方法與用途

林文川

申請中

2014/8/26

103129334

美國

REFINED PRODUCT OBTAINED FROM RICE HULLAND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USE THEREOF 得自於
一稻作物的稻殼的精緻產物及其製備方法與用途

林文川

獲證

2015/8/20

14/831,275

2019/08/13

US 10,376,577 B2

中國大陸

得自于一稻作物的稻壳的精制产物及其制备方法与用途

林文川

申請中

2015/8/18

201510507710.8

中華民國

誘發真菌二次代謝產物生合成的方法

游邦照

獲證

2013/5/22

102118077

2015/11/21

I509071

中華民國

表面含有二氧化鈦之板及其製造方法與應用

陳朝榮

獲證

2013/6/20

102121894

2015/12/21

I513662

2015/11/3

623265
US 9,266,813B2

紐西蘭

作為鱗狀癌及肝癌抑制劑的芪類化合物及其用途

郭盛助

獲證

2014/4/1

623265

美國臨時案

紫檀芪新衍生物及其作為抗癌及其他疾病治療用途

郭盛助

申請中

2013/4/3

61/807,837

美國

Stilbenoid compound as inhibitor for squamous carcinoma
and hepatoma and uses thereof

郭盛助

獲證

2014/3/28

14/229,339

2016/2/23

中華民國

作為鱗狀癌及肝癌抑制劑的芪類化合物及其用途

郭盛助

獲證

2014/3/28

103111706

2017/5/1

I580670

日本

作為鱗狀癌及肝癌抑制劑的芪類化合物及其用途

郭盛助

獲證

2014/4/1

2014-075285

2016/10/14

特許第 6021847 號

中國大陸

作為鱗狀癌及肝癌抑制劑的芪類化合物及其用途

郭盛助

獲證

2014/4/3

201410133336.5

2017/9/1

ZL 2014 1 01333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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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國家

專利名稱

發明人

專利
階段

專利申請
日期

專利申請案號

獲証日

專利證號

郭盛助

獲證

2014/3/31

14162710.9

2017/8/16

EP2786981 B1

歐盟

Stilbenoid compounds as inhibitors for squamous
carcinoma and hepatoma and uses thereof

歐盟落地
德國

Stilbenoid compounds as inhibitors for squamous
carcinoma and hepatoma and uses thereof

郭盛助

落地

2014/3/31

14162710.9

2017/8/16

2786981

歐盟落地
英國

Stilbenoid compounds as inhibitors for squamous
carcinoma and hepatoma and uses thereof

郭盛助

落地

2014/3/31

14162710.9

2017/8/16

2786981

歐盟落地
法國

Stilbenoid compounds as inhibitors for squamous
carcinoma and hepatoma and uses thereof

郭盛助

落地

2014/3/31

14162710.9

2017/8/16

2786981

俄羅斯

作為鱗狀癌及肝癌抑制劑的芪類化合物及其用途

郭盛助

獲證

2014/3/28

2014111983

2016/7/21

25942581
2014201874

澳洲

作為鱗狀癌及肝癌抑制劑的芪類化合物及其用途

郭盛助

獲證

2014/4/1

2014201874

2016/8/18

加拿大

作為鱗狀癌及肝癌抑制劑的芪類化合物及其用途

郭盛助

獲證

2014/4/1

2,847,971

2017/10/24

2,847,971

韓國

作為鱗狀癌及肝癌抑制劑的芪類化合物及其用途

郭盛助

獲證

2014/3/28

10-2014-0036520

2016/6/2

10-1629077
US9,211,244B2

美國

Method for anti-skin aging using caffeamide derivative

江秀梅

獲證

2013/10/8

14/048,847

2015/12/15

中華民國

咖啡酸醯胺衍生物之應用

江秀梅

獲證

2013/7/8

102124358

2015/4/11

I480057

中國大陸

咖啡酸醯胺衍生物之應用

江秀梅

獲證

2013/9/16

ZL201310421158.1

2017/1/4

ZL201310421158.1

2014/12/21

I465234

中華民國

Pipoxolan 之新穎用途及基於此新穎用途的藥學組合物

陳玉芳

獲證

2013/8/2

102127800

泰國

Celecoxib 用於菸酒檳榔相關口腔癌癌細胞之惡化與轉移上
的預防與治療

葛應欽

申請中

2016/2/17

1601000863

美國臨時案

Synthesis and Antitumor Activity of Hydroxy
2-arylnaphthyridin-4-one Derivatives and Their Phosphates

郭盛助

申請中

2013/4/30

61/817,390

美國

Method for treating virus infection using derivative of aniline

林振文

獲證

2014/4/28

14/263,591

2015/12/8

US 9,205,073 B2

中華民國

香氛凍貼附器

劉藝

獲證

2013/12/24

102224290

2014/6/11

M479655

中華民國

醒腦鬧鐘

吳鎮吉

獲證

2013/12/24

102224291

2014/3/21

M474940

中華民國

發展成豬的重組胚囊、豬胎兒及豬之培育方法

朱志成

獲證

2013/10/1

102135530

2015/4/21

I481716

中華民國

沒食子酸及其醫藥可接受之鹽之用途

彭文煌

獲證

2013/12/25

102148166

2016/12/1

I559918

美國

Method for Alleviating Disturbance of Bile Acid
Metabolism,Amino Acid Metabolism,and/or Gut Microbiota
Metabolism

彭文煌

獲證

2014/10/31

14/529,313

2017/8/29

US 9,744,146 B2

中華民國

多胜肽用於製造活體多效應之醫藥組合物之用途

侯庭鏞

獲證

2014/8/25

103129210

2017/5/1

I580690

中國大陸

苦瓜多胜肽萃取液功效研究

侯庭鏞

申請中

2014/9/22

201410487653.7

日本

苦瓜多胜肽萃取液功效研究

侯庭鏞

獲證

2014/12/4

2014-245834

2017/3/31

特許 6116539

歐盟

A POLYPEPTIDE FROM MORMODICA CHARANTIA FOR
USE FOR THE REGULATION OF GENES RELATED TO
INFLAMMATION, LIPID AND GLUCOSE METABOLISM

侯庭鏞

獲證

2015/7/1

EP15174817.5

2019/6/26

2990050

歐盟落地
德國

A POLYPEPTIDE FROM MORMODICA CHARANTIA FOR
USE FOR THE REGULATION OF GENES RELATED TO
INFLAMMATION, LIPID AND GLUCOSE METABOLISM

侯庭鏞

獲證

2015/7/1

EP15174817.5

2019/6/26

2990050

歐盟落地
英國

A POLYPEPTIDE FROM MORMODICA CHARANTIA FOR
USE FOR THE REGULATION OF GENES RELATED TO
INFLAMMATION, LIPID AND GLUCOSE METABOLISM

侯庭鏞

獲證

2015/7/1

EP15174817.5

2019/6/26

2990050

歐盟落地
瑞士

A POLYPEPTIDE FROM MORMODICA CHARANTIA FOR
USE FOR THE REGULATION OF GENES RELATED TO
INFLAMMATION, LIPID AND GLUCOSE METABOLISM

侯庭鏞

獲證

2015/7/1

EP15174817.5

2019/6/26

2990050

歐盟落地
西班牙

A POLYPEPTIDE FROM MORMODICA CHARANTIA FOR
USE FOR THE REGULATION OF GENES RELATED TO
INFLAMMATION, LIPID AND GLUCOSE METABOLISM

侯庭鏞

獲證

2015/7/1

EP15174817.5

2019/6/26

2990050

歐盟落地
愛爾蘭

A POLYPEPTIDE FROM MORMODICA CHARANTIA FOR
USE FOR THE REGULATION OF GENES RELATED TO
INFLAMMATION, LIPID AND GLUCOSE METABOLISM

侯庭鏞

獲證

2015/7/1

EP15174817.5

2019/6/26

2990050

歐盟落地
法國

A POLYPEPTIDE FROM MORMODICA CHARANTIA FOR
USE FOR THE REGULATION OF GENES RELATED TO
INFLAMMATION, LIPID AND GLUCOSE METABOLISM

侯庭鏞

獲證

2015/7/1

EP15174817.5

2019/6/26

2990050

歐盟落地
義大利

A POLYPEPTIDE FROM MORMODICA CHARANTIA FOR
USE FOR THE REGULATION OF GENES RELATED TO
INFLAMMATION, LIPID AND GLUCOSE METABOLISM

侯庭鏞

獲證

2015/7/1

EP15174817.5
(502019000071996)

2019/6/26

2990050

馬來西亞

多胜肽用於製造活體多效應之醫藥組合物之用途

侯庭鏞

申請中

2015/7/3

PI2015702193

中華民國 分割案

多胜肽用於製造治療或 / 及預防與標靶相關疾病之醫藥組合
物之用途

侯庭鏞

獲證

2014/8/25

105133109

2017/8/1

I593703

中國大陸 分割案

苦瓜多胜肽萃取液功效研究

侯庭鏞

申請中

2014/9/22

201410487653.7

美國 分割案

苦瓜多胜肽萃取液功效研究

侯庭鏞

申請中

2018/2/19

15/898,989

美國 -CIP

多胜肽用於製造活體多效應之醫藥組合物之用途

侯庭鏞

申請中

2021/3/25

17/212,951

韓國 分割案

苦瓜多胜肽萃取液功效研究

侯庭鏞

申請中

2018/3/6

10-2018-0026283

中華民國

用於增強蛋白質表現之核酸序列區段、包含其序列區段之表
現載體及包含其表現載體之套組

葛應欽

獲證

2016/2/17

104109949

2016/10/21

I554608

美國

Nucleic acid sequence segment for enhancing protein
expression

葛應欽

獲證

2015/8/7

14/820,836

2017/1/24

US 9,550,983 B2

中華民國

麥角硫因應用於活化細胞之 Nrf2 訊息途徑之用途

許游章
楊新玲

獲證

2014/9/5

103130810

2016/9/21

I549696

中華民國

治療胰臟癌之醫藥配方及其應用

韓鴻志

獲證

2014/6/4

103119393

2016/2/21

I522099

中國大陸

治療胰臟癌之醫藥配方及其應用

韓鴻志

獲證

2014/6/25

201410292707.4

2017/12/22

ZL 201410292707.4

美國

METHOD FOR TREATING PANCREATIC CANCER

韓鴻志

獲證

2014/10/21

14/520,050

2018/1/23

US 9,872,912 B2

日本

PHARMACEUTICAL FORMULATION FOR TREATING
PANCREATIC CANCER

韓鴻志

獲證

2014/12/25

2014-261589

2016/6/17

595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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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國家

專利名稱

發明人

專利
階段

專利申請
日期

專利申請案號

獲証日

專利證號

韓鴻志

獲證

2014/12/5

14196593.9

2019/6/5

2952184

歐盟

PHARMACEUTICAL FORMULATION FOR TREATING
PANCREATIC CANCER

歐盟落地西班
牙

PHARMACEUTICAL FORMULATION FOR TREATING
PANCREATIC CANCER

韓鴻志

落地

2014/12/5

14196593.9

2019/6/5

2952184

歐盟落地
英國

PHARMACEUTICAL FORMULATION FOR TREATING
PANCREATIC CANCER

韓鴻志

落地

2014/12/5

14196593.9

2019/6/5

2952184

歐盟落地義大
利

PHARMACEUTICAL FORMULATION FOR TREATING
PANCREATIC CANCER

韓鴻志

落地

2014/12/5

14196593.9

2019/6/5

2952184

歐盟落地
荷蘭

PHARMACEUTICAL FORMULATION FOR TREATING
PANCREATIC CANCER

韓鴻志

落地

2014/12/5

14196593.9

2019/6/5

2952184

歐盟落地德國

PHARMACEUTICAL FORMULATION FOR TREATING
PANCREATIC CANCER

韓鴻志

落地

2014/12/5

14196593.9

2019/6/5

2952184

歐盟落地法國

PHARMACEUTICAL FORMULATION FOR TREATING
PANCREATIC CANCER

韓鴻志

落地

2014/12/5

14196593.9

2019/6/5

2952184

中華民國

一種具有抑制ＭＺＦ－１與Ｅｌｋ－１交互作用之醫藥組合物

劉哲育

獲證

2015/6/15

104119217

2017/9/11

I598105

中華民國

間質幹細胞、其純株化擴張之方法、其分離方法及其應用

徐偉成

獲證

2015/7/22

104123719

2017/7/1

I589698

美國 分割案

METHOD FOR ENHANCING INSULLIN LIKE
GROWTH FACTOR 1 RECEPTOR EXPRESSION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METHOD FOR
ISOLATING MESENCHYMAL STEM CELL,AND USD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

徐偉成

獲證

2017/12/26

15/853,989

2020/5/26

US 10,660,918 B2

美國 CIP

METHOD FOR TREATING MULTIPLE SCLEROSIS

徐偉成

獲證

2019/3/14

16/353,127

2021/9/7

US11,110,129 B2

美國 分割案

METHOD FOR ENHANCING EXPRESSION OF
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 1 RECEPTOR IN
MESENCHYMAL STEM CELL,METHOD FOR OBTAINING
MESENCHYMAL STEM CELL,AND METHOD FOR
TREATING BRAIN TISSUE DAMAGE

徐偉成

申請中

2020/3/31

16/835,771

中國大陸

間質幹細胞、其純株化擴張的方法及其應用

徐偉成

獲證

2015/7/22

201510436042.4

2020/12/29

ZL201510436042.4
( 證書號 :4175039)

2015/11/17

PCT/CN2015/094825

PCT

表現 IGFIR 之幹細胞治療腦損傷

徐偉成

已進入
國家

PCT 進入歐盟

MESENCHYMAL STEM CELL, METHOD FOR
CULTURING THEREOF, METHOD FOR ISOLATING
THEREOF, AND USES THEREOF

徐偉成

獲證

2017/10/28

15898782.6

歐盟落地
義大利

MESENCHYMAL STEM CELL, METHOD FOR
CULTURING THEREOF, METHOD FOR ISOLATING
THEREOF, AND USES THEREOF

徐偉成

落地

2017/10/28

15898782.6

2021/11/10

3321356

歐盟落地
英國

MESENCHYMAL STEM CELL, METHOD FOR
CULTURING THEREOF, METHOD FOR ISOLATING
THEREOF, AND USES THEREOF

徐偉成

落地

2017/10/28

15898782.6

2021/11/10

3321356

歐盟落地
法國

MESENCHYMAL STEM CELL, METHOD FOR
CULTURING THEREOF, METHOD FOR ISOLATING
THEREOF, AND USES THEREOF

徐偉成

落地

2017/10/28

15898782.6

2021/11/10

3321356

歐盟落地
西班牙

MESENCHYMAL STEM CELL, METHOD FOR
CULTURING THEREOF, METHOD FOR ISOLATING
THEREOF, AND USES THEREOF

徐偉成

落地

2017/10/28

15898782.6

2021/11/10

3321356

歐盟落地
德國

MESENCHYMAL STEM CELL, METHOD FOR
CULTURING THEREOF, METHOD FOR ISOLATING
THEREOF, AND USES THEREOF

徐偉成

落地

2017/10/28

15898782.6

2021/11/10

3321356

歐盟落地
荷蘭

MESENCHYMAL STEM CELL, METHOD FOR
CULTURING THEREOF, METHOD FOR ISOLATING
THEREOF, AND USES THEREOF

徐偉成

落地

2017/10/28

15898782.6

2021/11/10

3321356

PCT 進入日本

間葉系幹細胞、原性多方法、分離方法及適用 / 間質幹細胞、
其克隆源性擴增的方法、其分離方法及其應用

徐偉成

獲證

2017/12/27

2017-567682

2020/9/18

特許 6766082

中華民國

過敏性鼻炎之篩檢或檢測方法

蔡昆道

獲證

2015/6/1

104117624

2016/8/11

I545324

中華民國

麥角固醇之應用

郭悅雄

獲證

2016/2/3

105103479

2017/12/11

I607755

3321356

中華民國

用於抗血管生成之咖啡酸衍生物

郭悅雄

獲證

2015/6/4

104118239

2019/7/1

I664170

美國

CAFFEIC ACID DERIVATIVES FOR ANTIANGIOGENESIS

郭悅雄

獲證

2015/6/4

14/730,430

2021/7/20

US 11,066,378 B2

中華民國

多功能床墊

涂靜溦

獲證

2015/7/21

104211719

2015/10/1

M509592

中華民國

卸妝棉棒

邱至葳

獲證

2015/8/6

104212670

2015/12/21

M514245

中華民國

使用 G72 蛋白質與 SLC7A11 mRNA 作為生物標記來診斷
與治療阿茲海默症的方法

藍先元

獲證

2017/5/23

106116948

2020/10/1

I706135

美國

METHODS FOR DIAGNOSING AND TREATING
ALZHEIMER'S DISEASE USING G72 PROTEIN AND
SLC7A11 mRNA AS BIOMARKERS

藍先元

申請中

2017/2/9

15/428,893

中國大陸

用 G72 蛋白質與 SLC7A11mRNA 作為生物標記來診斷與治
療阿茲海默氏症的方法

藍先元

獲證

2017/8/16

201710699674.9

2020/9/1

ZL201710699674.9

歐盟

METHOD AND KIT FOR DIAGNOSING ALZHEIMER'S
DISEASE USING G72 PROTEIN AND SLC7A11 mRNA
AS BIOMARKERS

藍先元

獲證

2017/9/27

17193573.7

2020/5/6

3361257

歐盟落地
德國

METHOD AND KIT FOR DIAGNOSING ALZHEIMER'S
DISEASE USING G72 PROTEIN AND SLC7A11 mRNA
AS BIOMARKERS

藍先元

獲證

2017/9/27

17193573.7

2020/5/6

3361257

歐盟落地
英國

METHOD AND KIT FOR DIAGNOSING ALZHEIMER'S
DISEASE USING G72 PROTEIN AND SLC7A11 mRNA
AS BIOMARKERS

藍先元

獲證

2017/9/27

17193573.7

2020/5/6

336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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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國家

專利名稱

發明人

歐盟落地法國

METHOD AND KIT FOR DIAGNOSING ALZHEIMER'S
DISEASE USING G72 PROTEIN AND SLC7A11 mRNA
AS BIOMARKERS

藍先元

中華民國

用於舒緩及減輕近視之醫藥組合物及其製備方法與用途

萬磊

中國大陸

用于舒缓及减轻近视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与用途

萬磊

專利
階段

專利申請
日期

專利申請案號

獲證

2017/9/27

獲證

2015/10/28

獲證

2015/10/30

獲証日

專利證號

17193573.7

2020/5/6

3361257

104135332

2019/5/11

I658828

2015107254893

2019/9/13

ZL 2015 1 0725489.3

中華民國

用以純化之具有矽氧顆粒的板、其製造方法及樣品純化方法

陳朝榮

獲證

2015/9/25

104131874

2017/5/11

I582107

中華民國

醫藥組合物用於製備治療檳榔使用失調之藥物上的用途

葛應欽

獲證

2016/3/2

105106351

2017/9/21

I599371

中華民國

於菲環上具有一羥基的菲并吲哚啶及菲并喹啉啶生物鹼、其
製備方法及用途

莊大賢

獲證

2015/12/1

104140232

2017/8/21

I595872

美國

Phenanthroindolizidine and phenanthroquinolizidine
alkaloid having a hydroxyl group on the phenanthrene ring
thereof, preparation method and use thereof

莊大賢

獲證

2016/2/4

15/015,279

2017/7/18

US 9,708,310 B2

中華民國

苯甲酸鹽用於裝備預防或治療失智症或輕度認知障礙之組成
物的用途

藍先元

獲證

2014/3/24

103110838

2017/3/11

I573588

美國臨時案
（PPA 申請）

USE OF BENZOIC ACID
SALT IN THE MANUFACTUE
OF A COMPOSITION FOR
PREVENTING OR
TREATING DEMENTIA O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

藍先元

申請中

2014/3/19

61/955,521

美國
（NPA 申請）

USE OF BENZOIC ACID
SALT IN THE MANUFACTUE
OF A COMPOSITION FOR
PREVENTING OR
TREATING DEMENTIA O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

藍先元

申請中

2015/3/3

14,637/347

日本

USE OF BENZOIC ACID
SALT IN THE MANUFACTUE
OF A COMPOSITION FOR
PREVENTING OR
TREATING DEMENTIA O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

藍先元

獲證

2015/9/10

特願 2016-510654

2017/10/19

6550426

澳洲

USE OF BENZOIC ACID
SALT IN THE MANUFACTUE
OF A COMPOSITION FOR
PREVENTING OR
TREATING DEMENTIA O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

藍先元

獲證

2015/9/14

2014386718

2017/11/28

2014386718

南韓

USE OF BENZOIC ACID
SALT IN THE MANUFACTUE
OF A COMPOSITION FOR
PREVENTING OR
TREATING DEMENTIA O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

藍先元

獲證

2016/2/4

2016-7003184

2020/10/7

10-2162073

新加坡

USE OF BENZOIC ACID
SALT IN THE MANUFACTUE
OF A COMPOSITION FOR
PREVENTING OR
TREATING DEMENTIA O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

藍先元

獲證

2015/9/8

11201507188Q

2019/11/11

11201507188Q

加拿大

USE OF BENZOIC ACID
SALT IN THE MANUFACTUE
OF A COMPOSITION FOR
PREVENTING OR
TREATING DEMENTIA O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

藍先元

獲證

2015/9/2

2902498

2017/3/28

CA 02902498

泰國

USE OF BENZOIC ACID
SALT IN THE MANUFACTUE
OF A COMPOSITION FOR
PREVENTING OR
TREATING DEMENTIA O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

藍先元

申請中

2016/5/18

1601002841

德國

USE OF BENZOIC ACID
SALT IN THE MANUFACTUE
OF A COMPOSITION FOR
PREVENTING OR
TREATING DEMENTIA O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

藍先元

獲證

2015/9/23

212014000063

2015/10/12

21 2014 000 063

土耳其

"USE OF BENZOIC ACID
SALT IN THE MANUFACTUE
OF A COMPOSITION FOR
PREVENTING OR
TREATING DEMENTIA O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

藍先元

申請中

2015/9/30

2015/1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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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國家

專利名稱

發明人

專利
階段

專利申請
日期

專利申請案號

美國臨時案

Methods and Compositions for Treating Withdrawal
Syndrome

馬文隆

申請中

2017

62/502,682

PCT

Methods and Compositions for Treating Withdrawal
Syndrome

馬文隆

申請中

2018/5/7

PCT/US18/31293

中華民國

中草藥組合物製備抑制腫瘤細胞轉移之藥物之用途

吳永昌

獲證

2016/10/7

105132603

2018/9/21

I635867

中華民國

用於治療中風的環烯醚萜苷類化合物，其醫藥組合物及其用
途

徐偉成

獲證

2016/4/19

105112170

2018/11/21

I641594

美國

BICYCLIC COMPOUND AND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THEREOF FOR TREATING STROKE
AND USE THEREOF
（用於治療中風的環烯醚萜苷類化合物，其醫藥組合物及其
用途）

徐偉成

獲證

2016/10/6

15/287,725

2018/7/31

US 10,035,791 B2

日本

卒中治療用のイリドイド配糖体類化合物、その医薬組成物
及びその使用方法

徐偉成

獲證

2016/10/28

2016-211953

2018/8/10

特許第 6381605 號

中華民國

篩檢尿液中外吐小體之方法、非侵入性檢測泌尿道上皮細胞
癌之方法及預測泌尿道上皮細胞癌患者經治療後的復發率及
疾病進展之方法

林詩怡

獲證

2016/11/20

105117855

2017/2/21

I571632

美國

METHOD FOR VALIDATING EXISTENCE OF URINARY
EXOSOME, NON-INVASIVE METHOD FOR IDENTIFYING
UROTHELIAL CANCER,AND METHOD FOR
PREDICTING RECURRENCE AND PROGRESSION OF
UROTHELIAL CANCER PATIENT AFTER TREATMENT

林詩怡

獲證

2016/11/4

15/343,230

2018/12/11

US 10,151,760 B2

美國 分割案

METHOD FOR PREDICTING RECURRENCE AND
PROGRESSION OF UROTHELIAL CANCER PATIENT
AFTER TREATMENT

林詩怡

獲證

2018/10/18

16/163,838

2020/4/14

US 10,620,218 B2

中華民國

α- 桐油酸抗老化之用途

趙蓓敏

獲證

2016/6/23

105119748

2018/2/21

I615141

中華民國

特定苯並二氫呋喃類木脂素於抑制乳癌細胞轉移之用途

郭悅雄

申請中

2017/3/20

106109217

2021/03/11

I721136

郭悅雄

申請中

2016/3/21

62/311,077
PCT/US17/22948

美國臨時案
PCT

獲証日

專利證號

郭悅雄

申請中

2017/3/17

中華民國

用於治療骨質疏鬆之醫藥組合物

吳怡瑩

獲證

2016/8/15

105125927

2018/10/11

I637742

中華民國

骨折內固定物件、製造彼之方法、以及包含該物件之套組

柯承志

獲證

2016/9/7

105128933

2018/7/21

I630005
I619706

中華民國

抑制血管新生之化合物及其裝備方法

湯智昕

獲證

2017/3/15

106108542

2018/4/1

中華民國

成體多功能嗅幹細胞、其分離方法及其應用

徐偉成

獲證

2016/12/30

105144267

2019/2/1

I649422

美國

METHODS FOR TREATING BRAIN TISSUE DAMAGE BY
CULTURED ADULT PLURIPOTENT OLFACTORY STEM
CELLS

徐偉成

獲證

2017/6/6

15/614,634

2020/7/30

US 10,696,945 B2

2021/6/10

US 10,988,733 B2

美國 分割案

METHOD FOR OBTAINING PLURIPOTENT ADULT
OLFACTORY STEM CELL

徐偉成

申請中

2020/5/19

16/878,056

中國大陸

成體多功能嗅幹細胞及其分離方法以及其應用

徐偉成

申請中

2016/12/30

201611252823.9

PCT

成體多功能嗅幹細胞及其分離方法以及其應用

徐偉成

已進入
國家

2017/3/15

PCT/CN2017/076703

PCT 進入日本

成體多功能嗅幹細胞及其分離方法以及其應用

徐偉成

申請中

2019/2/18

2019-509486

PCT 進入歐盟

ADULT PLURIPOTENT OLFACTORY STEM CELL AND
METHOD FOR OBTAINING THEREFOR AND USE
THEREOF

徐偉成

申請中

2019/3/25

17889464.8

中華民國

製作模具的脛骨組件假體

陳怡文

獲證

2017/3/8

106203274

2017/6/21

M543671

中國大陸

制作模具的胫骨组件假体

陳怡文

獲證

2017/8/31

201721105083.6

2019/1/15

ZL 2017 2 1105083.6
( 證書號第 8363822 號 )

2018/8/1

I631178

2019/12/24

US 10,512,637 B2

中華民國

具有生物相容性的三維列印光固化樹脂及其製造方法

沈育芳

獲證

2016/12/15

105141564

PCT

NEW USE OF INHIBITOR OF CYSTINE-GLUTAMATE
TRANSPORTER

謝佳宏

已進入
國家

2016/6/6

PCT/CN2016/085002

PCT 進入美國

USE OF INHIBITOR OF CYSTINE-GLUTAMATE
TRANSPORTER

謝佳宏

獲證

2017/12/4

15/579,461

PCT 進入中國
大陸

胱胺酸 - 谷氨酸反向轉運載體抑制劑來治療與預防物質成癮

謝佳宏

申請中

2017/12/5

201680032840.3

PCT 進入日本

NEW USE OF INHIBITOR OF CYSTINE-GLUTAMATE
TRANSPORTER

謝佳宏

申請中

2017/12/4

2018-515344

PCT 進入歐盟

NEW USE OF INHIBITOR OF CYSTINE-GLUTAMATE
TRANSPORTER

謝佳宏

申請中

2017/12/19

16802610.2

美國臨時案

A usage of exemestane for the treatment of gastric cancer

馬文隆

申請中

2016/8/27

62/380415

美國

Use of exemestane for the treatment of gastric cancer

馬文隆

申請中

2019/2/26

16/328,501

中國大陸

依西美坦用於治療胃癌的用途

馬文隆

申請中

2017/8/25

201780052741.6

PCT

A usage of exemestane for the treatment of gastric cancer

馬文隆

申請中

2017

PCT/CN2017/099180

中華民國

口內電腦斷層掃描器及其操控方法

傅立志

獲證

2017/5/19

106116748

2018/12/1

I642411

美國

THREE-DIMENSIONAL SERIAL FOCUSED INTRAORAL
DIGITAL TOMOSYNTHESIS SCANNER AND
CONTROLLING METHOD THEREOF

傅立志
沈嬿文

獲證

2017/8/24

15/684,957

2019/8/27

US 10,390,776 B2

中華民國

口內電腦斷層掃描器

傅立志

獲證

2016/8/26

105213078

2016/12/11

M533488

中華民國

白藜蘆醇之應用

黃志揚

獲證

2017/6/30

106121966

2019/3/1

I652057

中華民國

新穎類薑黃素衍生物及其作為抗癌藥劑的用途

郭盛助

申請中

2017/6/3

106118438
US 10,787,413 B2

美國

Novel Derivatives of curcuminoids and Use thereof as an
Anticancer Agent

郭盛助

獲證

2017/6/2

16/098,207

2020/09/29

中華民國

胸膜（一）

朱俊男

獲證

2016/04/15

105301967

2016/11/21

D179724

中華民國

胸膜（二）

朱俊男

獲證

2016/04/15

105301967D01

2016/11/21

D179725

中華民國

用於促進蝕骨細胞分化之醫藥組合物

吳怡瑩

獲證

2016/4/22

105112656

2018/12/11

I643621

中華民國

免疫磁性組成物、其製備方法、其用途以及治療癌症之套組

徐偉成

獲證

2018/1/16

107101583

2019/7/11

I664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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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國家

專利名稱

發明人

專利
階段

專利申請
日期

專利申請案號

獲証日

專利證號

美國

IMMUNOMAGNETIC NANOCAPSULE,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THEREOF FOR
TREATING CANCER AND KIT FOR TREATING CANCER

徐偉成

獲證

2018/4/30

15/967,579

2020/9/28

US 10,736,964 B2

美國臨時案

Tumor cell-targeted radiotherapy with the use of low-dose
radiation

徐偉成

申請中

2017/5/1

62/492,525

日本

免疫磁性組成物、其製備方法、其用途以及治療癌症之套組

徐偉成

獲證

2018/5/1

2018-88193

2020/10/1

特許 6771509

中國大陸

免疫磁性組成物、其製備方法、其用途以及治療癌症之套組

徐偉成

申請中

2018/1/16

201810051881.8

PCT 進入澳洲

IMMUNOMAGNETIC NANOCAPSULE, FABRICATION
METHOD AND USE THEREOF, AND KIT FOR TREATING
CANCER

徐偉成

獲證

2019/11/28

2018262962

2021/7/22

2018262962

PCT 進入
加拿大

IMMUNOMAGNETIC NANOCAPSULE, FABRICATION
METHOD AND USE THEREOF, AND KIT FOR TREATING
CANCER

徐偉成

申請中

2019/10/31

3,062,089

PCT 進入歐盟

免疫磁性組成物、其製備方法、其用途以及治療癌症之套組

徐偉成

申請中

2019/11/27

18793787.5

PCT

免疫磁性組成物、其製備方法、其用途以及治療癌症之套組

徐偉成

已進入
國家

2018/4/27

PCT/CN2018/084769

中華民國

以斷層影像為基礎之手術探針導航模擬方法及其系統

陳怡文

獲證

2017/1/13

106101315

2018/3/11

I618036

美國

Simulated Method and System for Navigating Surgical
Instrument Based on Tomography

陳怡文

獲證

2017/9/12

15/701,510

2020/12/22

US 10,869,725 B2

中華民國

減緩子宮內膜異位症及其併發症之醫藥組成物及其用途

張穎宜

獲證

2017/09/14

106131646

2020/8/1

I700094

中華民國

可量測果蠅攝食量之裝置

林維勇

獲證

2017/4/28

106205960

2018/2/21

M555639

中華民國

可分離果蠅頭部與軀幹樣本之裝置

林維勇

獲證

2017/4/28

106205961

2018/2/21

M555704

中華民國

可量測果蠅酒精成癮性之裝置

林維勇

獲證

2017/4/28

106205962

2018/2/21

M555854

美國臨時案

Hepatic Direct Reprogramming

馬文隆

申請中

2018/3/30

62/651,038

美國臨時案

Compound for inhibition of ADAM9 for anti-metastasis
cancer treatment

佘玉萍

申請中

2017/10/29

62/578,519

PCT

Compound for inhibition of ADAM9 for anti-metastasis
cancer treatment

佘玉萍

已進入
國家

2018/10/29

PCT/US18/57895

PCT 進入
中國大陸

ADAM9 抑制劑化合物及其組合物

佘玉萍

申請中

2020/4/29

201880070735.8

PCT 進入美國

COMPOSITION INCLUDING ADAM9 INHIBITOR AND
USE THEREOF

佘玉萍

申請中

2020/4/28

16/759,924

PCT 進入歐盟

Use of ADAM9 inhibitor compound and composition
including ADAM9 inhibitor compound

佘玉萍

申請中

2020/5/28

18870358.1

中華民國

用於抑制 ADAM9 活性之化合物、其醫藥組合物及其用途

佘玉萍

獲證

2018/10/29

107138233

2020/6/1

I695000

中華民國

用於製備富含血小板血漿及富含血小板纖維蛋白之裝置及套組

柯承志

獲證

2018/5/25

109209671

2020/12/11

M605103

美國臨時案

Micro-RNA-195 Compositions and Therapeutic Use in
Ocular Diseases

卓夙航

申請中

2016/12/14

62/434,409

中華民國

微小 RNA-195 局部用製劑及其用途

卓夙航

申請中

2017/12/14

106144008

2021/5/21

I728214

PCT 進入中國

微小 RNA-195 組合物及其在眼科疾病中的應用

卓夙航

申請中

2019/6/14

201780077636.8

PCT 進入美國

METHOD OF TREATING DIABETIC RETINOPATHY OR
WET TYPE ADULT MACULAR DEGENERATION

卓夙航

獲證

2019/6/14

16/469,962

2021/6/22

US 11,040,055 B2

PCT

Micro-RNA-195 Compositions andTherapeutic Use in
Ocular Diseases

卓夙航

已進入
國家

2019/6/14

PCT/US17/65661

美國臨時案

具緩衝結構之座墊

程映瑄

申請中

2018/4/30

62/664,794

中國大陸

間質幹細胞於治療多發性硬化症之用途

徐偉成

申請中

2018/11/6

201811312204.3

PCT

BIOMARKERS FOR NEPHROPATHY AND
APPLICATIONS THEREOF

陳朝榮

已進入
國家

2019/6/21

PCT/CN2019/092329

美國臨時案

Urine Proteome Analysis by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nd Prediction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陳朝榮

申請中

2018/6/21

62/688,142

PCT 進入歐盟

PROTEIN BIOMARKERS FOR NEPHROPATHY AND
APPLICATIONS THEREOF

陳朝榮

申請中

2019/06/21
( 送件日
2020/12/17)

19822034.5

中華民國

腎病變蛋白生物標記及其應用

陳朝榮

申請中

2019/06/21

108121862

澳洲

PROTEIN BIOMARKERS FOR NEPHROPATHY AND
APPLICATIONS THEREOF

陳朝榮

申請中

2019/06/21
( 送件日
2020/12/21)

2019290752

PCT 進入美國

PROTEIN BIOMARKERS FOR NEPHROPATHY AND
APPLICATIONS THEREOF

陳朝榮

申請中

2019/06/21
( 送件日
2020/12/18)

17/253,821

申請中

2019/06/21
( 送件日
2020/12/09)

3,103,150

201980053941

PCT 進入
加拿大

腎病變蛋白生物標記及其應用

陳朝榮

PCT 進入中國
大陸

腎病變蛋白生物標記及其應用

陳朝榮

申請中

2019/06/21
( 送件日
2020/2/10)

中華民國

腎病變小分子生物標記及其應用

陳朝榮

申請中

2019/06/21

108121863

PCT

腎病變小分子生物標記及其應用

陳朝榮

申請中

2018

PCT/CN2019/092332

美國臨時案

Discovery of urine metabolite biomarkers for type II
diabetic nephropathy by using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um

陳朝榮

申請中

2018/6/21

62/688,147

PCT

BIOMARKERS FOR UROTHELIAL AND APPLICATIONS
THEREOF

陳朝榮

已進入
國家

2018

PCT/CN2019/092309

中華民國

泌尿道上皮細胞癌生物標記及其應用

陳朝榮

申請中

2019/06/21

10812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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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國家

專利名稱

發明人

專利
階段

專利申請
日期

專利申請案號

美國臨時案

Diagnostic biomarkers in urine for urothelial carcinoma

陳朝榮

申請中

2018/6/21

62/688,138

PCT 進入歐盟

BIOMARKERS FOR UROTHELIAL CARCINOMA AND
APPLICATIONS THEREOF

陳朝榮

申請中

2019/6/21
( 收件日
2020/12/18)

19822412.3

申請中

2019/6/21
( 收件日
2020/12/21)

2019290743

申請中

2019/6/21
( 收件日
2020/12/18)

17/253,984

3,103,147
108103917

PCT 進入澳洲

PCT 進入美國

BIOMARKERS FOR UROTHELIAL CARCINOMA AND
APPLICATIONS THEREOF
BIOMARKERS FOR UROTHELIAL CARCINOMA AND
APPLICATIONS THEREOF

陳朝榮

陳朝榮

PCT 進入
加拿大

BIOMARKERS FOR UROTHELIAL CARCINOMA AND
APPLICATIONS THEREOF

陳朝榮

申請中

2019/6/21
( 收件日
2020/12/18)

中華民國

評估個體罹患泌尿上皮癌之風險的方法及其套組

黃秋錦

獲證

2019/1/31

美國

METHOD FOR ESTIMATING A RISK FOR A SUBJECT
SUFFERING FROM UROTHELIAL CARCINOMA AND KIT
THEREOF

黃秋錦

申請中

2019/10/22

16/658,754

中國大陸

評估個體罹患泌尿上皮癌之風險的方法及其試劑盒

黃秋錦

申請中

2019/1/31

201910126024.4

中華民國

醫藥組合物及其用於製備抑制胃癌細胞增生藥物的用途

許游章

獲證

2019/4/16

108113257

美國

POSITIONING GUIDANCE METHOD AND SYSTEM FOR
TOOTH BRACKETS

余建宏

申請中

2019/4/26

16/396,614

中華民國

用於齒顎矯正器之定位導引方法以及其系統

余建宏

獲證

2019/1/7

108100527

中華民國

薄荷醇用於製備治療神經退化症及中風的外用組合物的用途

陳易宏

申請中

2018/11/8

107139635

獲証日

專利證號

2021/2/11

I718474

2021/2/21

I719446

2021/9/11

I739054

M568156

PCT

薄荷醇用於製備治療神經退化症及中風的外用組合物的用途

陳易宏

申請中

2020/3/24

PCT/CN2020/080917

中華民國

體能偵測裝置

陳琬婷

獲證

2018/6/8

107207734

2018/10/11

中華民國

可三維列印之光固化樹脂及其製備方法

謝明佑

獲證

2019/5/13

108116339

2020/6/11

I695864

中華民國

植入物表面映射與映射展開方法

陳怡文

獲證

2019/6/28

108122843

2021/02/11

I718578

美國

Implant Object-Surface Mapping and Mapping Unwrapping
Method

陳怡文

獲證

2019/6/28

16/455,850

2021/3/2

10,932,859 B2

蔡嘉哲

申請中

2019/1/27

62/797,351
2021/11/1

I744777

2019/6/21

M579725

2021/4/21

I723354

2021/4/21

I725335

美國臨時案
中華民國

一種類風溼關節炎自體抗體結合的胜肽及其應用

蔡嘉哲

獲證

2020/1/20

109101879

PCT

一种类风湿性关节炎自体抗体结合的肽及其应用

蔡嘉哲

已進入
國家

2020/1/20

PCT/CN2020/073097

PCT 進入
中國大陸

一种类风湿性关节炎自体抗体结合的肽及其应用

蔡嘉哲

申請中

2021/1/25

202080004129.3

PCT 進入美國

Rheumatoid arthritis auto-antibody-bound peptide and
application thereof

蔡嘉哲

申請中

2021/2/18

17/269,257

中華民國

使用果蠅幼蟲檢測食品安全之系統

林維勇

獲證

2019/2/25

108202347

PCT

ENGINEERING STEM CELLS FOR CANCER THERAPY

徐偉成

已進入
國家

2019/3/18

PCT/CN2019/078555

PCT 進入中國
大陸

ENGINEERING STEM CELLS FOR CANCER THERAPY
（用于癌症治疗的工程化干细胞）

徐偉成

申請中

2020/4/8

201980004956.X

中華民國

用於癌症治療之工程化幹細胞

徐偉成

獲證

2019/3/18

108109124

美國

ENGINEERING STEM CELLS FOR CANCER THERAPY

徐偉成

申請中

2019/3/18

16/356,463

PCT 進入歐盟

ENGINEERING STEM CELLS FOR CANCER THERAPY

徐偉成

申請中

2020/10/20

19771445.4

中華民國

包含基於樹突細胞之疫苗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之組合治療

鄧喬方

申請中

2019/4/8

108112218

美國

COMBINATION THERAPIES COMPRISING DENDRITIC
CELLS-BASED VACCINE AND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鄧喬方

申請中

2019/4/9

16/379,407

歐盟

COMBINATION THERAPIES COMPRISING DENDRITIC
CELLS-BASED VACCINE AND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鄧喬方

申請中

2019/4/8

19167917.4

日本

COMBINATION THERAPIES COMPRISING DENDRITIC
CELLS-BASED VACCINE AND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鄧喬方

申請中

2019/4/8

2019-073564

中國大陸

包含基于树突细胞的疫苗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组合治疗

鄧喬方

申請中

2020/4/1

202010252157.9

中華民國

促進神經元新生並能抑制或延緩老化的天麻萃取物以及利用
天麻萃取物或腺苷類似物促進神經元新生並抑制或延緩老化
的方法

林雲蓮

獲證

2018/8/20

107128950

中國大陸

促进神经元新生的医药组合物以及利用天麻萃取物或腺苷类
似物促进神经元新生的方法

林雲蓮

申請中

2019/8/20

CN201910768169.4

中華民國

下顎手術張撐調整器

陳怡文

獲證

2017/9/18

106131963

2019/1/1

I645832

中華民國

將電腦斷層掃描儀的掃描資訊轉換為骨骼參數的方法

陳怡文

獲證

2019/1/25

108102865

2020/6/1

I695387

美國

METHOD FOR CONVERTING SCAN INFORMATION OF
A COMPUTED TOMOGRAPHY SCANNER INTO BONE
PARAMETERS

陳怡文

獲證

2019/4/24

16 / 393,804

2020/11/24

US 10,846,855 B2

中華民國

牙關使用張口支撐部件

陳怡文

獲證

2017/11/8

106216590

2018/4/1

M557596

中華民國

光固化裝置使用之可調波長曝光模組及其光固化的方法

陳怡文

申請中

2018/5/16

107116511
2018/8/11

M565120

中華民國

光固化裝置使用之可調波長曝光模組

陳怡文

獲證

2018/5/16

107206357

美國臨時案

A BIOMARKER AND TAEGET FOR DIAGNOSIS,
PRO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NKYLOSING
SPONDYLITIS

洪士杰

申請中

2018/7/10

62/696,02

中華民國

用於診斷，評估預後及治療僵直性脊椎炎的生物標記及標的

洪士杰

申請中

2019/07/10

108124397

PCT

A BIOMARKER AND TAEGET FOR DIAGNOSIS,
PRO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NKYLOSING
SPONDYLITIS

洪士杰

已進入
國家

2019/7/10

PCT/US2019/04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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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國家

專利名稱

發明人

專利
階段

專利申請
日期

PCT 進入
中國大陸

用於診斷、評估預後及治療僵直性脊椎炎的生物標記及目標

洪士杰

申請中

201980046467.0

PCT 進入美國

A BIOMARKER AND TAEGET FOR DIAGNOSIS,
PRO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NKYLOSING
SPONDYLITIS

洪士杰

申請中

17/258,826

PCT 進入歐盟

A BIOMARKER AND TAEGET FOR DIAGNOSIS,
PRO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NKYLOSING
SPONDYLITIS

洪士杰

申請中

19834356.8

PCT 進入日本

用於診斷、評估預後及治療僵直性脊椎炎的生物標記及目標

洪士杰

申請中

中華民國

新穎誘導性多能幹細胞（IPSCS）及其應用

劉詩平

申請中

2019/10/28

108138904

美國

NEW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S)
AND APPLICATIONS THEREOF

劉詩平

申請中

2019/10/28

16/666,286

PCT

NEW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S)
AND APPLICATIONS THEREOF

劉詩平

申請中

2019/10/28

PCT/CN2019/113770

中華民國

細胞樣本刺激裝置

林殿傑

申請中

2019/4/25

108114523

美國

CELL MECHANICAL STIMULATING DEVICE

林殿傑

申請中

2020/4/23

16/856,203

專利申請案號

獲証日

專利證號

2021/4/1

I723615

2021/8/1

I735210

2020/12/1

I711449

2021-523564

美國臨時案

Gut microbiome-modulating agents

陳慶士

申請中

2019/3/13

62/817,682

中華民國

一種吡嗪醯胺化合物 BCTC 用於治療或改善中風及其後遺
症之用途

陳易宏

申請中

2020/03/09

109107659

中華民國

促進骨再生的生物支架、其用途及其製備方法

姚俊旭

獲證

2019/11/4

108139972

美國臨時案

ADAM9 INHIBITOR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AND METHOD FOR TREATING TUMOR

佘玉萍

申請中

2019/4/26

62/839,183

中華民國

ADAM9 抑制劑作為免疫調節劑之用途

佘玉萍

獲證

2020/4/23

109113682

PCT

ADAM9 抑制劑作為免疫調節劑的用途

佘玉萍

申請中

2020/4/24

PCT/CN2020/086642

PCT 進入
中國大陸

ADAM9 抑制劑作為免疫調節劑的用途

佘玉萍

申請中

2021/10/25

202080031194.5

PCT 進入歐盟

ADAM9 抑制劑作為免疫調節劑的用途

佘玉萍

申請中

2021/11/24

20796014.7

PCT 進入美國

USE OF ADAM9 INHIBITOR AS IMMUNOMODULATOR

佘玉萍

申請中

2021/10/22

17/605,857

中華民國

一種鼠尾草酸用於製備治療多巴胺失調疾病產生的異常不自
主運動的醫藥組成物的用途

蔡佳文

獲證

2019/4/11

108112775

中華民國

用於尿路上皮細胞的仿生培養的方法及其用途

石志榮

申請中

2019/5/13

108116427

PCT

Method forbiomimetic culture of urothelial cells and uses
thereof

石志榮

已進入
國家

2019/5/14

PCT/CN2019/086782

PCT 進入美國

METHOD FOR BIOMIMETIC CULTURE OF UROTHELIAL
CELLS AND USE THEREOF

石志榮

申請中

2020/1/25

17/053,667

PCT 進入日本

用於尿路上皮細胞的仿生培養的方法及其用途

石志榮

申請中

2020/10/16

2020-558010

PCT 進入
中國大陸

用於尿路上皮細胞的仿生培養的方法及其用途

石志榮

申請中

2020/11/10

201980031532.2

中華民國

拇指腕掌關節置換套件

陳怡文

獲證

2017/6/28

106121597

2019/6/21

I662944

中華民國

醫療影像對位方法

黃宗祺

獲證

2019/03/21

108109701

2020/01/21

I683286

2020/11/11

6792904

2021/8/11

I736116

日本

医用画像位置合わせ方法

黃宗祺

獲證

2019/5/20

2019-94445

中國大陸

医疗影像对位方法

黃宗祺

申請中

2019/4/16

201910303270.2

美國臨時案

OSTEOARTHRITIC-CARTILAGE TARGETED PEPTIDES
FACILITATE THE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IN OSTEOARTHRITIC

洪士杰

申請中

2019/12/3

62/942,847

中華民國

寡胜肽，其檢測套組，其醫藥組合物與醫藥組合物的用途

洪士杰

申請中

2020/12/3

109142699

PCT

"OLIGOPEPTIDE, TESTING KIT THEREOF,
MEDICAL COMPOSITION THEREOF AND USE OF
MEDICAL COMPOSITION

洪士杰

申請中

2020/12/3

PCT/US2020/063007

中華民國

調節對鴉片、鴉片類或鴉片止痛劑之耐受性及治療急性及慢
性疼痛之方法及組合

謝佳宏

申請中

2019/8/12

108128628

PCT

METHODS AND COMBINATIONS FOR MODULATING
TOLERANCE TO OPIATES, OPIOIDS OR OPIOID
ANALGESICS AND TREATING ACUTE AND CHRONIC
PAIN

謝佳宏

申請中

2019/8/9

PCT/CN2019/100066

PCT 進入美國

METHODS AND COMBINATIONS FOR MODULATING
TOLERANCE TO OPIATES, OPIOIDS OR OPIOID
ANALGESICS AND TREATING ACUTE AND CHRONIC PAIN

謝佳宏

申請中

2021/2/10

17/267,775

PCT 進入
中國大陸

调节对鸦片剂、类鸦片或类鸦片止痛剂的耐受性及治疗急性
及慢性疼痛的方法及组合

謝佳宏

申請中

2021/4/8

201980066503.X

中華民國

異種組織細胞組合物治療癌症之用途

石志榮

申請中

2020/11/11

109139403

美國臨時案

METHOD FOR TREATING CANCER WITH XENOGENEIC
TISSUE-SPECIFIC CELLS

石志榮

申請中

2019/11/13

62/934,633

PCT

異種組織細胞組合物治療癌症的用途

石志榮

申請中

2020/11/13

PCT/CN2020/128782

中華民國

臉部特徵角度量測方法及其裝置

張長正

申請中

2020/1/22

109102637

中華民國

臉部特徵長度量測方法及其裝置

張長正

獲證

2020/1/22

109102638

美國臨時案

GENE-ENGINEER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OR TREATMENT OF ISCHEMIC CONDITIONS

徐偉成

申請中

2019/9/27

62/907,338

中華民國

基因工程間充質幹細胞及其應用

徐偉成

申請中

2020/9/28

109133682

PCT

GENE-ENGINEER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APPLICATIONS

徐偉成

申請中

2020/9/27

PCT/CN2020/118008

中華民國

牛樟芝菌絲體的液態培養萃取物、牛樟芝菌絲體的液態培養
萃取物的化合物及其用於治療缺血性腦中風的用途

郭悅雄

獲證

2020/3/11

109108059

中華民國

腎臟功能評估方法、腎臟功能評估系統及腎臟照護裝置

郭錦輯

申請中

2020/2/10

109104101

美國

RENAL FUNCTION ASSESSMENT METHOD, RENAL
FUNCTION ASSESSMENT SYSTEM AND KIDNEY CARE
DEVICE

郭錦輯

申請中

2020/2/10

16/85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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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國家

專利名稱

發明人

專利
階段

專利申請
日期

專利申請案號

中華民國

預測腫瘤微環境之生物標記表現強度的電腦輔助預測系統、
方法及電腦程式產品

高嘉鴻

申請中

2019/10/30

108139146

中國大陸

預測腫瘤微環境之生物標記表現強度的電腦輔助預測系統、
方法及電腦程式產品

高嘉鴻

申請中

2019/10/30

201911046416.6

中華民國

遷移學習輔助預測系統、方法及電腦程式產品

高嘉鴻

申請中

2019/10/25

108138497

中國大陸

遷移學習輔助預測系統、方法及電腦程式產品

高嘉鴻

申請中

2019/10/25

201911025698.1

獲証日

專利證號

2021/5/1

I726459

中華民國

用於治療與血管新生相關的疾病之醫藥組合物

湯智昕

獲證

2017/06/13

106119658

2018/11/1

I639431

美國

METHODS FOR TREATING ANGIOGENESIS RELATED
DISORDER

湯智昕

獲證

2018/2/27

15/905,835

2020/2/18

US 10,561,637

2020/11/1

I709147

2020/12/11

I712396

2021/10/1

I741769

中華民國

基於全身骨掃描影像之深度學習攝護腺癌骨轉移辨識系統

高嘉鴻

獲證

2019/10/16

108137163

中國大陸

基於全身骨掃描影像之深度學習攝護腺癌骨轉移辨識系統

高嘉鴻

申請中

2020/7/10

202010661940.0

基於全身骨掃描影像之深度學習攝護腺癌骨轉移辨識系統

高嘉鴻

申請中

2020/9/14

17/019,416

中華民國

口腔缺陷模型之修補方法及口腔缺陷模型之修補系統

傅立志

獲證

2020/1/16

109101588

美國

METHOD AND SYSTEM OF REPAIRING ORAL DEFECT
MODEL

傅立志

申請中

2021/1/12

17/146,685

美國

中華民國

甘草酸衍生物、其醫藥組合物及其用途

林振文

獲證

2020/8/28

109129666

PCT

甘草酸衍生物、其醫藥組合物及其用途

林振文

申請中

2020/8/28

PCT/CN2020/112144

中華民國

一種聚麩胺酸生物列印墨水及其製造方法

謝明佑

獲證

2020/4/9

109111896

2021/9/1

I738287

美國

Irreversible inhibitors of pyruvate kinase M2 and the use
thereof

陳慶士

獲證

2020/1/22

16/748,843

2021/9/14

US11,117,888 B2

中華民國

可用微量食物培養果蠅之裝置

林維勇

獲證

2020/4/1

109203828

2020/10/11

M602542

中華民國

預測腫瘤的特性參數的電腦輔助預測系統、方法及電腦程式
產品

高嘉鴻

申請中

2019/12/30

108148249

中國大陸

預測腫瘤的特性參數的電腦輔助預測系統、方法及電腦程式
產品

高嘉鴻

申請中

2019/12/30

201911401198.3

中華民國

生物晶片及其製造方法

陳怡文

申請中

2021/7/9

110125221

中國大陸

生物芯片及其制造方法

陳怡文

申請中

2021/12/17

202111548760.2
17/508,140

美國

Bio-chips and production method thereof

陳怡文

申請中

2021/10/22

中華民國

診斷及分型成人發作行史迪兒症之方法

陳得源

申請中

2020/6/10

109119409

美國

A METHOD FOR DIAGNOSIS AND SUBTYPING OF
ADULT ONSET STILL'S DISEASE

陳得源

申請中

2020/6/10

16/897,295

陳得源

申請中

2021/6/10

202110639582.8

中華民國

自動化血液分析系統及自動化血液分析方法

楊晶安

申請中

2020/11/18

109140383

中華民國

聽覺輔具之智慧遠距系統

王堂權

獲證

2020/5/15

109206025

2020/8/11

M600046

中華民國

超音波影像之判讀方法及其系統

方銳

獲證

2020/9/2

109129969

2021/10/1

I741773

美國

ULTRASOUND IMAGE READING METHOD AND
SYSTEM THEREOF

方銳

申請中

2021/7/6

17/367,757
17/386,683
2021/11/11

I746249

2021/7/11

I733627

中國大陸

美國

METHOD FOR ASSESSING CARDIOTHORACIC RATIO
AND CARDIOTHORACIC RATIO ASSESSMENT SYSTEM

郭錦輯

申請中

2021/7/28

中華民國

心胸比估算方法及心胸比估算系統

郭錦輯

獲證

2020/11/5

109138524

中國大陸

心胸比估算方法及心胸比估算系統

郭錦輯

申請中

2020/11/5

202011220930.X

美國臨時案

Quinoline derivatives as anti-SARS-CoV-2 drugs

洪明奇

申請中

2020/4/23

63/014,222

中華民國

他非諾喹，波普瑞韋或那拉匹韋治療 SARS-CoV-2 感染的用
途及其藥物組合物

洪明奇

申請中

2021/4/22

110114565

美國

USE OF TAFENOQUINE, BOCEPREVIR OR
NARLAPREVIR FOR TREATING INFECTION OF SARSCOV-2 AND MEDICAL COMPOSITION THEREOF

洪明奇

申請中

2021/4/22

17/237,335

美國臨時案

CYSTEAMINE, BOCEPREVIR, DHA, EPA AND
DERIVATIVES THEREOF AS ANTI-SARS-COV-2 DRUGS

洪明奇

申請中

2020/4/30

63/017,783

美國臨時案

NINE COMPOUNDS AND DERIVATIVES THEREOF AS
ANTI-SARS-COV-2 DRUGS

洪明奇

申請中

2020/6/16

63/039,603

美國

USE OF DISULFIRAM FOR TREATING INFECTION OF
SARS-COV-2

洪明奇

申請中

2021/6/16

17/349,023

中華民國

二硫龍治療 SARS-CoV-2 感染的用途

洪明奇

申請中

2021/6/16

110121867

中華民國

牡丹皮萃取物的製備方法及其預防發炎性疾病之用途

徐婕琳

申請中

2020/12/29

109146619

美國臨時案

PREPARATION OF MOUTAN RADICES CORTEX
EXTRACT AND USES FOR PREVENTING OR TREATING
OF TNFLAMMATORY DISEASES THEREOF

徐婕琳

申請中

2020/12/29

63/131,323

中華民國

鑑定抗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的方法

游家鑫

申請中

2020/11/3

109138304

美國

METHOD OF IDENTIFICATION OF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游家鑫

申請中

2021/2/9

17/170,912

中華民國

血管收縮素轉化酶抑制劑之新用途 - 用於預防及治療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

高嘉鴻

申請中

2020/11/10

109139165

美國臨時案

Application of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高嘉鴻

申請中

2020/11/10

63/111,655

中華民國

醫藥組合物及其用途

王紹椿

申請中

2021/4/21

110114435

中華民國

中醫智能處方系統與方法

黃升騰

申請中

2020/9/14

109131521

中華民國

中醫智能處方系統與方法

黃升騰

申請中

2020/9/14

109212034

中國大陸

中醫智能處方系統與方法

黃升騰

申請中

2020/9/14

202010959279.1

美國臨時案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ND DERIVATIVES
THEREOF AS ANTI-SARS-COV-2 DRUGS

洪明奇

申請中

2020/10/29

63/106,938

中華民國

基於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影像之深度學習肺結節偵測方法及
電腦程式產品

程大川

獲證

2020/11/30

10914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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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國家

專利名稱

發明人

專利
階段

專利申請
日期

專利申請案號

美國臨時案

Bronopol,Disulﬁram,Ceritinib,Succimer,Flupirtine,Crizotin
ib AND DERIVATIVES THEREOF AS ANTI-SARS-COV-2
DRUGS

洪明奇

申請中

2020/11/9

63/111,194

美國臨時案

BIS(HYDROXYMETHYL) ALKANOATE
DIARYLHEPTANOIDS FOR USE IN TREATING LUNG
CANCER

洪明奇

申請中

2020/12/17

63/126,849

中華民國

醫藥組合物治療肺癌之用途

洪明奇

申請中

2021/12/14

110146701

PCT

醫藥組合物治療肺癌之用途

洪明奇

申請中

2021/12/14

PCT/CN2021/137647

中華民國

甘草次酸衍生物、其合成方法、其醫藥組合物及其用途

林振文

申請中

2021/1/13

110101328

PCT

甘草次酸衍生物、其合成方法、其醫藥組合物及其用途

林振文

申請中

2021/1/13

PCT/CN2021/071373

中華民國

金雀花鹼衍生物、其合成方法、其醫藥組合物及其用途

林振文

申請中

2021/4/6

110112331

PCT

金雀花鹼衍生物、其合成方法、其醫藥組合物及其用途

林振文

申請中

2021/4/6

PCT/CN2021/085656

美國臨時案

METHOD FOR TREATING OR PREVENTING
DEGENERATIVE NEUROLOGICAL DISEASES AND
INCREASING LIFESPAN

卓夙航

申請中

2020/8/12

63/064,416

中華民國

SEMA3D 拮抗劑用於預防或治療神經退化性疾病以及延長
壽命之用途

卓夙航

申請中

2021/8/11

110129596

PCT

SEMA3D 拮抗剂在预防或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延长寿
命中的用途

卓夙航

申請中

2021/8/11

PCT/CN2021/112108

美國臨時案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BASED AGENT
FOR CACHEXIA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林香汶

申請中

2021/10/15

63/255,963

中華民國

急性腎損傷評估方法及急性腎損傷評估系統

郭錦輯

申請中

2020/10/22

109136737

美國

METHOD FOR ASSESSING ACUTE KIDNEY INJURY
AND ACUTE KIDNEY INJURY ASSESSMENT SYSTEM

郭錦輯

申請中

2020/11/27

17/105,714

中國大陸

急性腎損傷評估方法及急性腎損傷評估系統

郭錦輯

申請中

2020/10/22

109136737

中華民國

6- 氨基吡唑並〔3,4-d〕嘧啶及製備方法

翁豐富

獲證

2019/9/3

108131704

美國臨時案

DIHYDROMYRICETIN,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DEMETHYLZEYLASTERAL,
CHELERYTHRINE CHLORIDE, TDZD-8 AND GAMBOGIC
ACID THEREOF AS ANTI-SARS-COV-2 DRUGS

洪明奇

申請中

2020/12/29

63/131,370

中華民國

細胞治療用生物晶片及其製造方法

陳怡文

申請中

2021/7/9

110125222

中國大陸

胞治 用生物芯片及其制造方法

陳怡文

申請中

2021/12/17

202111548921.8
17/508,020

美國

Tumor Microenvironment on chip

陳怡文

申請中

2021/10/22

中華民國

非侵入性血紅素濃度評估方法及其評估系統

郭錦輯

申請中

2021/5/3

110115926

中華民國

生物組織影像分析方法及生物組織影像分析系統

阮文滔

申請中

2020/11/10

109139224

美國

METHOD FOR ANALYZING BIOLOGICAL-TISSUE
IMAGE
AND SYSTEM FOR ANALYZING BIOLOGICAL-TISSUE
IMAGE

阮文滔

申請中

2020/11/27

17/105,718

中華民國

嵌合適體、其用途以及用於治療癌症之醫藥組合物

王紹椿

申請中

2021/3/23

110110484

中華民國

依爬行能力將果蠅分群的裝置

林維勇

獲證

2021/1/22

110200814

張穎宜

申請中

2020/12/24

109146012

張穎宜

申請中

202011555278.7

張穎宜

申請中

20215357.3

中華民國
中國大陸
歐盟

KIT FOR IN VITRO TESTING PANEL OF GENES IN
PAP SMEAR SAMPLES FOR ENDOMETRIOSIS AND
METHOD OF NON-INVASIVELY AND QUALITATIVELY
DETERMINING SEVERITY OF ENDOMETRIOSIS

美國臨時案

HYDROGEL COMPOSITION AND MANUFACTURING
METHOD THEREOF

柯承志

申請中

2021/7/1

中華民國

運用區塊聲學圖譜之聽覺輔具驗配方法

王堂權

申請中

2021/2/23

110106330

中華民國

顯示螢幕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何虂菁

申請中

2021/3/31

110301615

中華民國

醫藥品資料提供系統

何虂菁

獲證

2021/3/31

110203541

美國臨時案

一種預測一癌症病患對於干擾素基因的刺激物激動劑的
易感性的方法及套組 / A KIT FOR PREDICTION OF THE
SUSCEPTIBILITY TO 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 (STING) AGONIST IN A SUBJECT SUFFERING
FROM CANCER AND THE USE THEREOF

洪明奇

申請中

2021/5/17

63/189,228

美國臨時案

NOVEL ADMINISTRATION ROUTE OF THERAPEUTIC
CELL

徐偉成

申請中

2020/8/14

63/065,728

中華民國

醫藥組合物治療組織缺血狀況之用途

徐偉成

申請中

2021/7/6

110124858

PCT

醫藥組合物治療組織缺血狀況之用途

徐偉成

申請中

2021/8/13

PCT/CN2021/112403

美國臨時案

SHARED NEOANTIGEN, CANCER VACCINE AND
METHOD FOR TREATING CANCER

趙坤山

申請中

2021/5/18

63/189,861

中華民國

用於偵測生物樣本的生物標記、探針、套組及其用於非侵入
式定性判斷子宮內膜異位症惡化程度的方法

張穎宜

獲證

2017/9/14

106131636

美國

Kit for in vitro testing panel of genes in pap smear samples
for endometriosis and method of non-invasively and
qualitatively determining severity of endometriosis using
the kit

張穎宜

申請中

2019/12/14

16/726,546

美國臨時案

TWENTY-ONE COMPOUNDS AND THEIR DERIVATIVES
FOR TREATING EGFR-MUTANT TKI-RESISTANT LUNG
CANCERS

洪明奇

申請中

2021/6/4

63/196,756

專利證號

2021/2/21

I719620

2021/11/1

M618814

2021/8/1

M615166

2019/2/21

I651414

63/217,377

中華民國

敗血症之人工智慧輔助醫療診斷方法及其系統

許凱程

申請中

2021/6/28

110123616

美國正式案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SISTED MEDICAL
DIAGNOSIS METHOD FOR SEPSIS AND SYSTEM
THEREOF

許凱程

申請中

2021/9/13

17/472,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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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國家

專利名稱

發明人

專利
階段

專利申請
日期

專利申請案號

中華民國

智能醫療語音自動辨識方法及其系統

許凱程

申請中

2021/6/22

110122805

美國正式案

INTELLIGENT MEDICAL SPEECH AUTOMATIC
RECOGNITION METHOD AND SYSTEM THEREOF

許凱程

申請中

2021/9/29

17/488,658

中華民國

智慧型運動傷害與慢性疾病風險評估裝置及系統方法

林秀真

申請中

2021/10/28

110140085

中華民國

智慧型生理暨影像訊號回饋裝置及系統方法

林秀真

申請中

2021/10/28

110140077

中華民國

抗藥性微生物預測方法

游家鑫

申請中

2021/6/29

110123868

美國臨時案

貝母素抑制以及預防新冠病毒感染

洪明奇

申請中

2021/5/25

63/192,591

美國臨時案

安石榴苷和聚合前花青素抑制變種新冠病毒感染

洪明奇

申請中

2021/5/25

63/192,588

中華民國

口腔復健裝置

沈嬿文

申請中

2021/10/15

110138316

中國大陸

口腔復健裝置

沈嬿文

申請中

2021/10/15

202111201746.5

美國臨時案

ANTIBODY SPECIFIC TO ERYTHROPOIETINPRODUCING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ECEPTOR A10 AND USES THEREOF

劉詩平

申請中

2021/11/22

63/264,378

中華民國

具抗發炎活性之 1,2,4- 三氮唑衍生物之製備及其用途

翁豐富

獲證

2019/6/4

108119352

美國臨時案

TRANSMEMBRANE SERINE PROTEASE 2 INHIBITORS
FOR THE TREATMENT OF CORONAVIRUS INFECTION

洪明奇

申請中

2021/12/22

63/292,430

美國臨時案

The use of Triazole-based protein kinase C inhibitor for
treating EGFR-TKI resistance lung cancer

洪明奇

申請中

2021/9/13

63/243,720

中華民國

肝細胞癌微血管浸潤評估方法及其評估系統

游家鑫

申請中

2021/8/31

110132316

美國臨時案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BASED AGENT
FOR CACHEXIA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林香汶

申請中

2021/10/15

63/255,963

中華民國

動態三維人體經絡系統

高尚德

申請中

2021/8/24

110131309

中華民國

動態三維人體經絡系統

高尚德

申請中

2021/8/24

110209996

洪明奇

申請中

2021/11/12

63/278,500

中華民國

自動包藥機之補藥與檢核鎖控裝置

李世昌

申請中

2021/9/30

110211575

美國臨時案

DUAL GENE-ENGINEER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APPLICATIONS THEREOF

許斐婷

申請中

2021/8/20

63/235,458

美國臨時案

中華民國

MULTI-SPECIFIC ANTIBODY AND USES THEREOF

劉詩平

申請中

2021/10/21

63/262,840

美國臨時案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OMPRISING
POLYSACCHARIDE

江智聖

申請中

2021/7/27

63/203,637

美國臨時案

The mass production of exosomes with orientable targets
to carry multiple combinations of cancer treatments method
thereof

陳怡文

申請中

2021/12/3

63/285,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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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證號

2021/6/1

I729406

衍生企業簡介

重要研究成果選輯 2019-2022

產學加值、共創多贏
衍生企業

大

學投入研發創新已是時勢所趨，為
促進校院資源整合，推動媒介、技

轉、智財、育成等跨領域之產官學研合作，
本校積極推動產學合作發展「中醫藥生物
科技」研究特色，建置完整的「中醫藥生
物科技」專業育成環境，來提供對於中醫
藥品、健康食品、美容保養品、以及醫療
器材創新研發有興趣之企業或個人一個具
蔡長海董事長陪同生策會王金平會長與楊泮池副會長
蒞臨本校展區鼓勵

「Total Solution」的育成平臺及服務。
本校產學研合作提供生技產業所衍生
之創新需求：

1. 技術創新：與在地產業跨域鏈結，利用本校研發與產業合作網絡，加速國內產業技術
與全球鏈結，提升國際競爭力。
2. 產品創新：以校院各項基礎與臨床研究及各級研究中心研發量能與高階技術人才，
協 助 產 業 加 速 推 動 產 品 或 先 期 構 想 之 POC（prove of concepts） 或 POV（prove of
values）。
3. 專業創新：利用產學合作之平台，結合各項技術與商業行銷，讓產品與技術提高價
值，更具市場競爭力。並結合本校醫療體系臨床試驗場域，協助產業臨床療效與藥效
驗證。
目前本校已有多家利用教師技術移轉衍生新創公司，其中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已
為上櫃公司、長佳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已為興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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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國首家以細胞療法為核心的上櫃公司

長

聖國際生技是專精於幹細胞與免疫
細胞療法的新藥研發公司，具有自行

研發的能力，對相關重症病患給予新的治
療契機，並針對每個人的差異給予個人化
的精準醫療，是全方位免疫細胞與幹細胞
療法之新藥研發公司。
長 聖 旗 下 研 發 CAR001 (CAR-T) 基
因免疫細胞治療實體癌的產品，這項研發
陳建仁前副總統由蔡董事長陪同參觀長聖國際生技
公司研發成果

成果將進行臨床異體細胞（off-the-shelf）
治療實體癌，長聖已於 2021 年 12 月向美
國 FDA 提 出 Pre-IND meeting 申 請， 預 計

2022 年會向美國 FDA 正式申請臨床試驗，長聖將會是台灣第一家自行開發以異體細胞來源
CAR-T 治療實體癌的生技公司；而異體臍帶間質幹細胞（UMSC01）應用於急性心肌梗塞已
經完成臨床一期試驗，預定 2022 年向美國 FDA 申請臨床二期。
在特管辦法上，長聖國際生技與 22 家醫院簽訂 MOU 並已協助 14 家醫療機構通過特管
辦法，DC、CIK、DC-CIK、BMSC、GDT 多項適應症的細胞療法，期待能嘉惠更多病人。
長聖國際生技期望成為亞太地區的高水準細胞製藥公司，為人類的再生醫療做出重大的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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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佳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醫療的領航者

人

工智慧崛起，帶動醫療健康
科技產業創新服務蓬勃發

展，長佳智能股份有限公司（6841.
TW）因應世界趨勢，於民國 107 年
6 月成立，致力於提供醫療人工智
慧數據、分析技術及服務，並提供
客製化醫療 AI 技術解決方案，願
景為成為數位醫療的領航者，並於
2021 年 9 月 14 日登錄興櫃。

長佳智能－團隊合照

長佳智能主要股東為國際知名
科技大廠，有許多臨床醫師做為顧問，瞭解臨床的痛點，針對未滿足的臨床需求提供規劃，
且擁有龐大數量的各種醫療數據，包含二維影像資料、三維影像資料及非影像資料，可用於
多產業與多項項研究和產品開發。
該公司員工有 62% 具碩博士學位，研發能力備受各界肯定，2019、2020 年北美放射學
會及美國放射聯會主辦的 3 項世界級 AI 競賽銀牌，為台灣眾多參賽團隊第一名。2019 年至
2021 年則連續榮獲三屆國家新創獎，截至 2022 年 1 月已取得 5 張台灣 FDA 許可證、1 張美
國 FDA 許可證，並取得美、德、日、台等多國 11 項專利。
在市場潛力的優勢方面：
●

醫療大數據：將龐大數目的醫療數據，經過清潔、乾淨、整理、轉換成 smart data，
可以結合 AI 技術提供全球服務。

●

醫療人工智慧：應用人工智慧技術開發各種人工智慧，輔助醫療。以 FDA 和 TFDA
取證為目標，打造 AI hospital 和商機。長佳醫療人工智慧開發聚焦腦神經、心血管、
癌症及其他。

●

雲端生醫平台：打造雲端平台，與 AWS、微軟等國際知名大廠，共同拓展全球市場。
打造一站式的平台服務，並且具有獨特的操作模式，即使沒有經驗的初學者，也可以
擁有友善的使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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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佳智能取得專利成果

長佳智能取得許可證成果

此外，長佳智能朝國際化發展，積極與世界大廠合作，建立策略夥伴，與全球業者共同
推展市場。在硬體服務方面，與瓦里安（Varian）建置放腫智慧雲平台系統，同時也可於此
平台擴展癌症智慧分析輔助系統之應用，有效整合區域內醫療資源，拓展更多醫療服務。技
術方面與 Medexprim、GE 等國際大廠於醫學研究及專案共同開發。雲端服務與 AWS 共同合
作開發，結合數據標記，自動訓練和判讀驗證三大面向的服務醫療 AI 訓練平台，藉由 AWS
完整的架構建置和設計部署，提供更全面機器學習的環境服務。長佳智能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透過跨領域夥伴與團隊成員分享經驗，使長佳智能有不同領域的商機，探索並開拓數位
醫療領域的新藍海。
未來，長佳智能將在數位醫療領域中，聚焦於醫療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在智慧醫療與精準
醫療之創新應用，期許成為數位醫療的領航者， 展開全球產業布局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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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陽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精準健康醫療的領航家

近

年來 3D 列印技術在各領域之應用蓬勃發展，
在醫療產業也廣泛被使等優勢，剛好符合醫

療產業需求，其優勢能提供醫師更精準、風險降低
及高效率之醫療治療方案（術前規劃、術中導板協
助等），亦讓病人享有更高品質之醫療服務（客製
化醫材等）。
長陽生醫股份有限公司首創結合醫院體系認證
的營運模式並具有完整 3D 列印 / 數位化整合技術、
臨床資源及行銷通路各層面之醫療服務公司，協助

榮獲第 15 屆國家新創獎 企業初創獎

牙科、骨科、復健科、整形外科、神經外科導入專
業 3D 醫療技術，提供 3D 醫療解決方案協助臨床端
面臨之各種問題。長陽生醫已於南科園區建置包含
無塵室之 GMP 工廠及 ISO13485 認證，為各大醫療
院所提供最佳品質的醫療器材。
長陽生醫是一間精準醫療服務公司，秉持著
提供品質卓越、安全可靠以及美好健康的生活為宗
旨，可依據每一位醫師的需求，提供客製化手術規

長陽生技團隊

劃服務，縮短手術時間及降低手術風險。同時，開
發雲端平台與生醫材料，透過零距離的服務方式，可快速、精準的服務客戶，掌握接軌國際
的機會，擁有多項技術優勢，包含：(1) 術前規劃模型及手術輔助導板，(2) 客製化體外輔助
器械，(3) 客製化體內植入物及矽膠模具服務，目前已有五項產品已取得衛福部醫材認證，
也已逐步在各大醫學中心、臨床醫院建置銷售通路及進行相關服務。除此之外，長陽生醫更
是積極佈署更長期的生物細胞列印產品，與中國附醫合作開發的癌藥篩選器官晶片，利用病
人的癌症細胞，快速找出對病人最有效益的現有藥物，協助醫師尋找出最有利之治療決策，
下一階段長陽生醫將聚焦微創醫材、藥物篩選及再生醫療的目標邁進，實現未來領航創新醫
療願景，成為亞太醫療機構、診所的最佳夥伴。榮獲第 15 屆國家新創獎—初創企業獎。

356

專利技轉與社會貢獻 第五章

依中國醫藥大學衍生新創事業管理辦法設立衍生公司
序號

設立時間

統一編號

公司名稱

技術新創公司發明軸線

01

98 年 07 月 16 日

24443899

醫教諮詢
股份有限公司

迷你臨床演練評量（mini-CEX）

02

99 年 05 月 19 日

53044148

領航生技
股份有限公司

益生性胚芽乳桿菌（CMU995）

03

101 年 07 月 10 日

53876971

百醫醫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壓力感測構件、跌倒警報系統、感應墊

04

103 年 01 月 29 日

54747595

研霖生技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穎殼多醣調節免疫功能機能性食品之開發

05

103 年 04 月 21 日

24539260

山子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可預防動脈粥狀硬化之草本組合物、其萃
取物，及由該萃取物所製成的保健產品

06

104 年 07 月 28 日

54904932

長新生醫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表現 IGF1R 之幹細胞治療損傷
及幹細胞的應用
（含 Magnetic Nanoseaurchin 應用技術）

07

104 年 11 月 13 日

42674695

凱寧達康
股份有限公司

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

08

104 年 10 月 30 日

境外公司

Talent Noble Ltd.
（才貴有限公司）

健康產業管理知識與技術

09

105 年 11 月 17 日

60263569

長陽生醫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咬合板及截骨手術導引板、Aligner
procedure、Designed silicon mold and
medical model

10

106 年 06 月 14 日

61807935

芙姵爾生醫
股份有限公司

生醫機能性修復膜

11

108 年 08 月 30 日

85009024

視航生物醫學
股份有限公司

治療近視新穎眼藥水臨床前試驗結果

12

108 年 09 月 04 日

85020082

百瑞柏生醫
股份有限公司

「胱胺酸 - 谷氨酸反向轉運載體抑制劑來治
療與預防物質成癮

13

110 年 11 月 23 日

90548732

台灣本草藥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本產青黛製程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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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簽署大學社會責任 USR 國際聯盟
洪明奇校長闡述中國醫大社會責任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洪 明 奇 校 長 5 月 13 日 獲 邀 參

加亞洲大學舉辦的「大學社會責任校長論

壇」，與 6 個國家 7 所大學共同簽署「大學社會
責任（USR）合作聯盟」，同時闡述中國醫大以
卓越的癌症研究，增進癌症病人的壽命及生活品
質來善盡中國醫大的社會責任。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董事長、亞洲大學
創辦人暨亞洲大學董事長蔡長海博士於開幕致詞

蔡長海董事長獲邀「大學社會責任校長論
壇」致詞。

時表示，大學的責任除了教育、研發及服務之外，
還要以創新、傳承、應用知識與科技造福人類，
同時重視大學的社會責任及大學的世界影響力，
深信與會的大學校長及與會貴賓的共同腦力激盪
下，我們一定能朝聯合國所訂下的 17 項永續發展
目標更邁向一大步。
亞洲大學於 5 月 13 日在現代美術館舉辦「大
學社會責任校長論壇（President and Rector Forum
on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以「 從 聯

洪 明 奇 校 長 獲 邀「 大 學 社 會 責 任 校 長 論
壇」。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地方創生談大學社會影響力
（University Social Impact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gional Revitalization）」為主題，邀請來自台灣、日本、以色列、葡萄牙、印
度及印尼等六個國家七所知名大學的校長參加研討，並簽署「大學社會責任（USR）合作聯
盟」。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洪 明 奇 校 長 應 邀 參 加 並 於 論 壇 中 發 表“Social Responsibility,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and Social Inﬂuence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闡述中醫大如何投入資源挑戰
研究無法治療的癌症，以卓越的癌症研究更提升癌症病人的壽命及生活品質來善盡中醫大的
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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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國家七所知名大學的校長在「大學社會
責任校長論壇」的演講主題如下：
●

亞 洲 大 學 蔡 進 發 校 長：Overview of the
Forum Theme。

●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洪 明 奇 校 長：Social
Responsibility,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

日 本 高 知 大 學 Katsutoshi Sakurai 校 長：

參與「大學社會責任校長論壇」的各國大
學校長於論壇演講後共同宣示致力於強化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的決心。

Flying at Super Regional University, Trial
from Kochi, JAPAN。
●

以 色 列 理 工 學 院 Peretz Lavie 校 長：
The Role of Univers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echnion Story。

●

葡 萄 牙 新 里 斯 本 大 學 João Amaro de
Matos 副 校 長：Academic Leadership and
the Busines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and
Portuguese Speaking World。

●

蔡長海董事長、洪明奇校長、亞洲大學蔡
進發校長與參加「大學社會責任校長論壇」
的各國大學校長合影。

印度海得拉巴大學 Appa Rao Podile 校長：
University of Hyderabad & USR: Taking baby steps。

●

印 尼 日 惹 穆 罕 默 迪 亞 大 學 Gunawan Budiyanto 校 長：Disaster Awareness as a Part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此次「大學社會責任校長論壇」吸引超過上百位來自各校的師生參與，讓亞洲大學現代
美術館會議廳座無虛席。中國醫藥大學洪明奇校長除了全程參與論壇外也與以色列理工學院
Peretz Lavie 校長、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學 João Amaro de Matos 副校長洽談如何與共同強化在
癌症方面的國際研究合作。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黃榮村董事長（前教育部長暨前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也全程參加此次論壇並主持座談會，針對各位校長所提出目前正在進行以及未來將進行的大
學社會責任，與會師生都踴躍發言討論，讓此次「大學社會責任校長論壇」畫下完美的句
點。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5/14 11: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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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教育更上層樓
本校攜手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合作簽約

中

國醫藥大學永續發展教育再創新頁！為培
育大學生具備關心氣候環境、能源永續的

專業素養，10 月 19 日與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
研究基金會簽署合作意向書」，共同攜手推動永
續發展相關研究、傳播永續知識，以至強化產學
合作，為台灣永續共榮做出貢獻。
在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區史丹佛演講廳舉行
的簽約儀式，由洪明奇校長與財團法人台灣永續

洪明奇校長陪同簡又新董事長參觀永續教
育成果展。

能源研究基金會簡又新董事長代表簽署；台灣企
業永續研訓中心王彬墀副秘書長、台灣企業永續
學院曾佑暉經理及本校林正介副校長、陳悅生主
任秘書、健康照護學院李正淳院長、公共衛生學
院黃彬芳院長等共同出席觀禮。
簡又新董事長致詞時，稱許中國醫藥大學多
年來致力於永續教育推廣，是台灣綠色大學聯盟
的發起學校，亦簽署重要的塔樂禮宣言，為國內
外永續教育獎項的領先學校，是全台唯一同時榮

洪明奇校長與簡又新董事長共同主持合作
簽約。

獲綠色、低碳、智慧建築標章的永續校園，稱得
上是台灣永續發展教育的模範大學。
洪明奇校長致詞時，歡迎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簡又新董事長、王彬墀副秘書長及
曾佑暉經理等貴賓蒞校；簡董事長是臺灣第一位環保署長，主持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TAISE）邁入第十三年，長久以來對於促進各界對氣候變遷、能源永續的瞭解，致力於加
速台灣能源轉型政策推動與促進各界永續發展的研究與教育不遺餘力，具有相當卓越與重要
的貢獻。
因此，台灣越來越多的企業乃至大學參與基金會的永續發展教育，2018 年參與基金會
企業 CSR 報告書的總營業額與當年全國年 GDP 比值達 112%，這是相當驚人的數字，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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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最大的永續教育推動平台，發揮公益機構的影響力。
洪明奇校長表示，中國醫藥大學與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基於相同的理念，雙方簽訂
永續發展合作意向書可以說意義重大，在本校 109 年永續發展週的首日，很榮幸邀請簡大使
為學生的永續講堂做第一場的開場演說，希望藉由此次簽約與貴基金會共同合作，使本校大
學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教育更上層樓，也為世界的永續發展做出貢獻。
雙方共同推動永續發展合作項目如下：
1. 開設企業永續菁英培訓班課程：本會為招募更多專業人士、師長及學生投入「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志工評比工作，讓評選作業內容更為公平、公正及公開，進而提
升企業永續報告品質與深化永續資訊揭露之內涵。為此，希冀校方能提供課程所需場
地，並宣傳、鼓勵校內師生員工參與課程及志工評審之行列。
2. 辦理 CSR 大學講堂等推廣活動：本會為啟發學生對企業永續發展之認識與興趣，進
而自主進修與深化相關知能，舉辦了 CSR 大學講堂、CSR 學術論文獎、青年領袖
營、探索台灣等多項活動，盼校方能廣為宣傳並鼓勵師生參與。
3. 鼓勵研究和傳播永續發展知識，以共同或協同辦理國際研討會及產業平台資訊匯流等
方式，強化產學合作與學用合一。
4. 支持綠色校園相關作為，將永續發展理念融入校園生活之中，持續朝綠色、永續低碳
轉型邁進。
5. 鼓勵教職員及學生積極參與永續發展相關活動，透過學者、教職員與專業人士交流，
以及國內、外學研生實習計畫等方式進行雙方交流與學習，分享永續教育經驗及提升
永續競爭力。
6. 共同致力推動永續發展目標聯盟：促進跨業、跨域之合作與建構夥伴關係，強化國內
外之合作與交流，持續永續發展運動與交流。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0/19 17: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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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更美好
本校推動永續發展優良作為
榮獲「109 年國家永續發展獎」教育類殊榮

中

國醫藥大學致力建構低碳永續校園，全面
提升師生綠色智慧教育環境，更積極投入

樂齡長照、守護地方環境、藥食之安全、疾病防
治、協助地方創生，以及深耕中學與社區關懷等
23 項目標，累積了豐碩的大學社會責任的成果，
榮獲今年「109 年國家永續發展獎」教育類殊榮，
25 日由健康照護學院李正淳院長代表在行政院大
禮堂接受蘇貞昌院長頒獎表揚。
蘇貞昌院長在今年「第 17 屆國家永續發展

李正淳院長代表接受行政院長蘇貞昌頒獎
表揚。

獎」頒獎致詞時，感謝所有得獎者的努力，讓我
們共同生活的環境能夠永續，供各界遵循學習，
共同為永續發展更盡力。中國醫藥大學出席領獎
代表有李正淳院長、陳悅生主任秘書及黃恆立教
務長。
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智慧校園，是全國唯一取
得低碳建築聯盟之「建築碳足跡認證書」，以及
台灣建築中心認證通過候選「智慧建築」與「綠
建築」標章之合格證書之高教校園。洪明奇校長

蘇貞昌院長與本校李正淳院長、陳悅生主
任秘書及黃恆立教務長合影。

以「Better Life, Better World」之理念治校，厚植
師生實力、培育高階人才、解決醫學難題，進而領航醫藥健康領域教學與研究，邁向國際一
流大學願景，為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涵括之重要價值，持續做出努力與貢獻。
中國醫藥大學榮獲「109 年國家永續發展獎」教育類的永續發展優良作為如下：
●

中醫大永續目標以學生培育、良好健康與福祉、醫藥食安、公衛、產學合作與創新，
良好的夥伴關係及綠色永續智慧校園為核心。執行永續發展，目標從社會面、經濟
面、環境面及校務治理面，由數據呈現其成果。針對永續發展之核心與目標，達成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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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法與樂齡長照、安全守護、地方創生與關懷及深耕中醫與社區，並匯集 23 項社
會責任。
●

學校各單位均有公開 SDGs 資訊揭露，並結合發揮學校特色，對應台灣永續發展具體
目標，推動永續發展及大學社會責任工作。從社會面、經濟面、環境面及校務治理
面，擬定核心目標，且提出量化指標及相對應之執行等策略，成果不斐。

●

組織架構完整，在校長室下設社會責任辦公室，與 4 處實踐基地（USR HUB）令人
眼睛一亮。組成教師專業社群及永續發展學習與地方創生計畫之教師任務編組，開設
「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群」辦理「永續發展學習週」，設置「中國醫藥大學創意發想實
驗室」等，都是具創意與應用推廣的做法，可供他校參考學習。

●

組成教師專業社群以任務編組協助推動 CSR 及 SDG 推廣。社會責任辦公室，規劃永
續發展之學分學群，並取得綠

低碳

智慧建築認證、標章。本年度在 COVID-19 防

疫諮詢，產學合作，社會責任等成果相當豐碩。
●

學校是一所綠建築、低碳、智慧校園標章之大學，推動綠色採購、防災教育、實驗室
安全衛生訓練、性平教育等食農教育等，為綠色大學共同發起學校，擔任理監事代
表，值得肯定。進行國內、國外夥伴合作，聯合中區十餘所大學，建置跨校教育聯
盟。

●

以 醫 療 和 照 護 為 主 題， 辦 理 社 區 服 務 和 偏 鄉 服 務， 非 常 具 有 特 色。 擔 任 109 年
COVID-19 防疫諮詢學校，附設醫院副院長擔任中醫防疫總指揮官，師生組成團隊，
假日入偏鄉，為弱勢族群看診服務。

●

以樂齡長照、安全守護、地方創生關懷、深耕中學與社區四面向，推動大學社會責任
及永續發展工作。具有紮實的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基礎，累積了豐碩的社會責任的成
果，深具執行永續發展的潛力。

●

開設永續發展微學分群，109 學年有 14 門課，是極有特色做法，永續發展學習周足
見成效，歷史建築保育成效卓越。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1/26 14: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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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更美好，世界更美好
「中亞聯合大學系統」邁向永續發展的智慧校園、落實樂齡
長照關懷社區，首創網路戒癮營隊，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中

國醫藥大學與姊妹校亞洲大學共同舉辦的
「108 年中亞聯合大學系統高教深耕永續發

展週暨社會責任實踐論壇與成果展」於 11 日上午
揭幕，會場展示兩校建構智慧校園的初步成果，
以及學生體驗參與抗空汙與限塑等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台中市政府教育局長楊振昇致詞時，肯
定兩所大學師生長期投入偏鄉和弱勢民眾照顧服
務，表現相當傑出，具體落實高等教育深耕在地

洪 明 奇 校 長 強 調 推 動“Better Life,Better
World”為醫學大學肩負的重要使命之一。

的功效。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校 長 洪 明 奇 院 士 表 示， 推 動
“Better Life, Better World”為醫學大學肩負的重
要使命之一，本校之校務、教務與學務聯合各學
院師生，從樂齡長照、守護地方環境、職場、藥
食之安全、成癮與疾病防治、協助地方創生，以
及深耕中學與社區關懷等層面作出完善規劃。我
們同時致力於轉化艱深的醫學研究知識能量，提
升研發創新能力與智財，以卓越的醫學研究解決

蔡進發校長說明亞洲大學落實大學社會責
任的成效。

重大的醫學難題，提升病人的壽命及生活品質，
善盡本校的社會責任。
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林正介醫師強調，本校
以中西醫學結合之優勢領域，將透過本次 USR
展場展示中國醫藥大學「教學創新、發展學校特
色、提升高教公共性，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等面
向之高教深耕規劃與 22 件社會責任計畫（USR,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的 執 行 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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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同 時 針 對 2019 聯 合 國 17 項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現況做策
展，招募學生志工於「永續學習長廊」定時導覽
解說、每日黃昏針對「PM2. 與減塑活動」為學生
舉辦七場「黃昏講堂」，以及雙校學生「永續發
展議題松競賽」與「永續便當製作競賽」等，另
亦邀請公民團體綠色和平組織等進校策展宣導空
污與限塑概念，以期能夠透過高強度的學習讓師

林正介副校長偕師生參與踴躍

生體會永續發展的重要性，成為能為環境與社會
永續倡議的國際公民。
亞洲大學蔡進發校長致詞表示，亞大利用雲端計算、虛擬化和物聯網等新技術來改變學
校學生、工作人員和校園資源相互交流的方式，將學校的教學、科研、管理與校園資源和應
用系統進行整合，能全面感知物理環境，識別學習者個體特徵和學習情景，提供無縫互通的
網絡通信，有效支持教學過程分析、評價和智能決策的開放教育教學環境和便利舒適的生活
環境。
亞洲大學去年更成立「社會責任發展與實踐中心」，引領全校師生促進社會、環境與
經濟永續的責任使命。蔡進發校長表示，該中心就「在地關懷」、「產業升級」、「環境永
續」、「健康促進」四大領域，在教育部、科技部、衛福部支助下，已展開全台首創網路成
癮防治，各地銀髮失智、弱勢學童、菇類產業鏈結、農產品牌提升、霧峰創生等 10 件社會
責任計畫，師生走入社會，解決社會問題，創造幸福。
亞大副校長兼任亞大網癮防治中心主任柯慧貞說，該中心近 5 年來，在全台培訓教師、
輔導員、醫療人員 2.5 萬人次，共同防止網癮事件發生。今年 1 月起，由衛福部支助，進一
步首創戒治網癮親子營，舉辦兩梯次無網路住宿營隊、連辦 5 梯次家庭幸福工作坊，經過 5
個月的追蹤，成效顯著。
「108 年中亞聯大永續發展週暨社會責任實踐論壇與成果展」於 11 日上午在中國醫大
和風校園中庭揭幕，邀請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楊振昇局長，僑務委員鄭金蘭、中國醫藥大學洪
明奇校長、林正介副校長、健康照護學院李正淳院長，亞洲大學蔡進發校長、吳聰能副校
長、柯慧貞副校長等貴賓共同主持；今年舉辦的學生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學習週、
教師大學社會責任（USR）論壇與成果展為期兩週，中國醫大搭配運用於校園的人流天線裝
置，進行智慧校園相關資訊的整合服務模型展示；亞大則於校園內建置整合行動通訊網路環
境，並建置行動 APP 個人化的資訊服務，以中國醫藥大學為主展場，之後將分別續展至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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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北港校區，歡迎各界蒞臨
參觀指導。
中國醫藥大學與亞洲大學為順應社會多元化
趨勢，106 年 7 月 14 日獲得教育部通過成立「中
亞聯合大學系統」，開放兩校學生申請跨校選讀，
增進兩校師生學術交流及學生跨域學習機會，共
創中台灣高教榮景，為台中、台灣及下一代做出
壁報展

更好貢獻。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11/11 13: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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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踐高教公共性
本校與姊妹校亞洲大學共同舉辦「110 年中亞聯大
社會責任成果展論壇暨永續發展學習週」活動登場

中

國醫藥大學與姊妹校亞洲大學共同舉辦
「110 年中亞聯大社會責任成果展論壇暨永

續發展學習週」15 日舉行開幕式，亞洲大學校長
蔡進發與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致詞時，不約
而同的強調，大學透過創新科技做有用的研究，
並應用專業能量，發揮高教公共性深耕地方，協
助解決社會與民眾的問題，讓大家的生活更美好。
「110 年中亞聯大社會責任成果展論壇暨永

「中亞聯大」兩校師長參加社會責任成果
展論壇暨永續發展學習週開幕合影

續發展學習週」活動於 11 月 15~25 日以實體搭
配線上雙軌併行方式展開，呈現後疫情時期，中
國醫藥大學與姊妹校亞洲大學對於提升高教公共
性，以具體行動實踐永續發展目標，善盡大學社
會責任的各項成效。15 日上午在中國醫藥大學水
湳校區舉行開幕式，中國醫藥大學洪明奇校長、
林正介副校長、陳悅生主任秘書、李正淳院長與
亞洲大學蔡進發校長、吳聰能副校長、柯慧貞副
校長偕團隊成員，以及吉樂健康資訊科技公司潘

「110 年中亞聯大社會責任成果展論壇暨永
續發展學習週」活動登場

人豪豪執行長、優樂地永續企業蔡承璋等貴賓參
與盛會。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表示，近年來，全球氣候變化及大氣層污染，受到聯合國
各國家的重視，社會環境的永續發展，是大學善盡公共性所肩負的重要使命之一。
中國醫藥大學從樂齡長照、守護地方環境、職場、藥食之安全、成癮與疾病防治、協助
地方創生，以及深耕中學與社區關懷等層面，在醫療端、校務端與學生端作出充分的努力，
更積極發展生醫醫療產業，轉化艱深的醫學研究知識能量，提升研發創新能力與智財，研究
成果豐富，屢獲國內外獎項肯定，善盡本校的社會責任。

369

重要研究成果選輯 2019-2022

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兼深耕執行處執行長林正介醫
師表示，本校為臺灣推動永續發展教育的標竿學校，自
109 年以來，獲得 THE 世界大學影響力佳績（如 SDG3
世界第 3、Partnership for the Goal 世界第 39 , Emerging
Economies 世界第 57 等）、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109
年教育類第一名），以及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109
年最佳大學 USR 永續方案銅獎」、「110 年永續行動
獎 -SDG4 教育銅獎」，以及「110 年永續教學實踐競賽

洪明奇校長關注全球氣候變化及大氣
層污染，以及社會環境的永續發展

優勝」等殊榮。
今年在健康照護學院李正淳院長領導的「社會責任
與永續發展辦公室」規劃下，以實體與線上雙軌方式，
透過「後疫情時代大學社會責任的挑戰與因應」論壇、
「永續青年倡議家大聲講」、「SDGs X USR EXPO」，
以及 Gather Town 等線上系統進行「學生永續賦能工作
坊、永續職涯工作坊，勇闖永續城競賽」等多元豐富的
線上學習活動，引導師生民眾認識疫情下的社會責任規
劃、理解台灣永續發展困境，以及台灣青年倡議家的積
極作為，希望透過這些豐富多元的活動，培育永續世界
公民，將 SDGs 作為學校永續治理的 DNA，帶領國家社
會邁向美好的共同未來。
亞洲大學蔡進發校長致詞表示，大學的使命在於
培育優秀的人才，創新科技與傳播新知，並應用專業能

林正介副校長兼深耕執行處執行長
是提升高教公共性的重要推手

量，協助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和世界的永續發展。
因此亞洲大學長年關注銀髮照護等社會議題，自 2020 年起，本校承接「教育部專科以上學
校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諮詢小組實施計畫」，協助教育部規畫並推動各項防疫工作，
2010 年簽署塔樂禮宣言，成為全球第 400 個綠色大學示範學校，目前校園內推動的項目包
括全面採用 LED 燈具、屋頂太陽能發電、設置汙水廠、回收中水使用等措施，更於今年 10
月署聯合國 2050 淨零碳排宣言。
亞洲大學吳聰能副校長表示，亞大與中醫大的合作相當緊密，而且成果非常驚人，尤其
在兩校獲得教育部核定成立「中亞聯合大學系統」後，從 106 年起推動「中亞聯大學院」分
享教學資源，為兩校學生提供「π 型人」的學習平台，兩校已有 344 位學生修讀中亞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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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跨域課程，109 年更有兩位學生獲得兩校雙聯學位。
亞大副校長兼「社會責任發展與實踐中心」主任柯慧貞說，亞大一直將應用專業能量，
協助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和世界的永續發展視為學校使命之一，自 2018 年成立「社會
責任發展與實踐中心」補助 USR 實踐計畫；獎勵 USR 教案成果；及選拔傑出績優師生…等
激勵措施，以鼓勵師生參與，持續關注與協助解決更多社會問題。並於 2020 年成立 AI-USR
實踐基地，積極孵育運用 AI 技術解社會問題的 USR 種子型計畫，在師生長期場域實踐與
耕耘後，也獲得豐碩成果，包括 (A)「AI 養殖」計畫帶領學生完成的紀錄片「漁生」，榮獲
2021 第五屆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人氣獎、(B)「AI 食安」計畫，開發食品安全檢測與監控技
術獲得 2 件國家新創獎，(C)「打造高齡失智友善城鎮」計畫將桌遊升級為智慧化手遊 Line_
sound（台語：來玩）App，獲得第三屆聯發科技「智在家鄉」數位社會創新競賽「潛力
獎」，及 (D)「健康上網不上癮」計畫，疫情期間開發引導學生「逐步減量自我調控 App」
與「回饋訊息 App」有效降低大學生手機成癮風險，達 74.4% 改善率。
中國醫藥大學與亞洲大學為因應社會多元化趨勢，106 年 7 月 14 日經教育部通過成立
「中亞聯合大學系統」，開放兩校學生申請跨校選讀，增進兩校師生教學、學術合作及學生
跨域學習機會，共創中台灣高教榮景，為台中、台灣及下一代做出更好貢獻。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11/15 14: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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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治療研究成果、光耀台灣
校長洪明奇院士獲邀 2019 美國癌症研究學會年會
發表演講—PD-L1 糖基化的關鍵作用

中

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為國際知名分子生物學及
癌症基因研究專家，今天獲邀出席美國亞特蘭大擧辦

的 2019 美國癌症研究學會年會，對於世人關注的癌症醫學
議題，發表最新的癌症治療研究成果「PD-L1 糖基化的關
鍵作用」演講，與會的世界級科學家們對台灣癌症研究進
展迅速表示肯定和讚賞。
2019 年第 110 屆美國癌症研究協會（AACR）年會於
3 月 29 日起在美國亞特蘭大喬治亞世界會議中心舉行六
天。AACR 年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癌症研究會議之一，
今年會議主題：Integrative Cancer Science．Global Impact．
Individualized Patient Care，有來自世界各地約 20000 名專
家學者學術交流並分享癌症研究的成果。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曾擔任 2017 美國癌症研

洪明奇校長獲邀在 2019 美國癌
症研究學會年會發表研究成果演
講。

究協會年會的共同主席之一，他在酪氨酸激酶生長因子受
體如 EGFR 和 HER-2 與腫瘤發生的分子機制等研究領域為
國際知名學者，獲邀發表最新的癌症治療研究成果「PD-L1
糖基化的關鍵作用」演講，受到與會的世界級科學家們對
台灣的癌症研究進展表示重視。
洪明奇院士對癌細胞中的新型信號通路有重要貢獻，
並且最近開發了基於機制的靶向治療和免疫檢查點治療的
有效組合療法。他獲邀擔任國際多種癌症研究雜誌的編委，
最為突出的是癌細胞雜誌（Cancer Cell）創始編委之一、
癌症研究期刊（Cancer Research）資深編輯，並曾任美國癌
症研究雜誌主編（AJCR），因此今年在美國癌症研究協會
年會期間，洪明奇院士撥冗參加癌症研究期刊高級編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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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奇校長在會場與世界級科學
家們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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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Senior editorial meeting for Cancer Research,a journal of
AACR.）掌握世界綜合癌症科學研究以及個性化患者護理
領域的進展現況。
美國癌症研究協會（AACR）成立於 1907 年，是世界
上創立最早、規模最大的專注於癌症研究的科學組織，目
前在 120 個國家擁有超過 42000 名會員，AACR 的任務是
通過研究、教育、交流、協作，預防和治療癌症。AACR
以其科學的廣度和卓越的聲譽吸引著該領域的研究人員，
促進著癌症研究領域科學家之間新知識新思想的交流，並
為下一代研究人員提供培訓機會，提高公眾對癌症的認識。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4/04 09: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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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奇校長與癌症研究總編輯
Chi Van Dang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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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級癌症科學家菁英薈萃
校長洪明奇院士獲邀赴美國哈佛大學演講
提升台灣國際能見度

中

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的校院研
發團隊，致力邁向世界級癌症中心重鎮的

相關研究表現亮眼，他獲邀赴美參加 2019 美國癌
症研究學會年會並發表專題演講後，再轉往波士
頓哈佛大學發表學術演講，與國際級癌症科學家
相互交流分享經驗，將台灣醫學研究成果推向世
界學術舞台，提升台灣在國際間有更高的能見度。

洪校長在哈佛大學專題演講。

洪明奇院士團隊實驗室專精於發掘表皮生長
因子受體（EGFR）家族的新奇功能，闡明癌細胞
與腫瘤微環境之間的訊息傳導及網絡溝通機制，
並開發出 PARP 及 EGFR 的抑制劑以及免疫檢查
點治療等標記導向的標靶治療。
對於世人關注的癌症醫學議題，基礎科學家
洪明奇院士有非常敏銳的轉譯醫學洞察力，他最
近的研究對於癌症生物學的了解以及開發以組合
癌症治療方法來克服癌細胞的抗藥性有卓著的貢

洪校長與世界級的癌症科學家學術交流。

獻。
洪明奇校長獲邀出席在美國亞特蘭大擧辦的 2019 美國癌症研究學會年會，並發表最新
的癌症治療研究成果「PD-L1 糖基化的關鍵作用」演講之後，於 4 月 4 日下午轉往美國波士
頓哈佛大學院區醫院（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獲邀以「標記導向標靶療法、
PAPR 與 EGFR 抑制劑以及有效免疫檢查點療法之發展（Marker-Guided Target Therapy, PAPR
and EGFR Inhibitors and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Immune Checkpoint Therapy）為題發表學術
演講，會場座無虛席，匯聚了許多世界級的癌症科學家學術交流熱絡。
洪明奇校長進一步說明，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與全球知名的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
中心為姊妹醫院，同時簽訂醫學人才與技術交流合作計畫，近年來攜手研發乳癌、肺癌、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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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癌等標靶藥物外，同時結合社區、臨床領域加強早期癌症篩檢，致力打造世界級跨國合作
的癌症研究中心目標邁進。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曾擔任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教授、基礎科學研究副
校長、分子細胞腫瘤系主任，因其對酪氨酸激酶生長因子受體（如 EGFR 和 HER-2/neu）調
控的信號轉導途徑以及腫瘤發生的分子機制的研究而享譽國際。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4/09 1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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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接軌
校長洪明奇院士獲邀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交流及演講

中

國醫藥大學國際化腳步快速向前，洪明奇
校長在北美行結束前夕，獲邀到芝加哥西

北大學做交流及演講，創造國際學術合作契機，
也讓國際學者看見台灣的醫學研究表現，進而提
升中國醫大之學術聲譽及國際競爭力。
在美國進行學術交流演講及延攬海外師資人
才的洪明奇校長，於 4 月 16 日下午，獲邀參加

洪明奇校長獲邀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演講
簡介。

芝加哥西北大學的癌症中心一年一度由博士生團
體主辦的【傑出講座】，以「標記引導的靶向治
療，PAPR 及 EGFR 抑制劑以及有效免疫檢查點
治 療 的 發 展“Marker-guided target therapy, PARP
and EGFR inhibitors,and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immune checkpoint therapy”」為題發表演講，同
時與會場的學者專家進行學術交流，分享台灣醫

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學術交流議程。

學研究成果。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是位務實的科學家，曾擔任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教
授、基礎科學研究副校長、分子細胞腫瘤系主任，以及德州大學健康科學教育學院主席，他
領導的癌症研究團隊更有突破性的發現，在教育與科學上的成就，都具有國際高度的威望。
洪明奇校長此次北美之行，肩負多項重要任務，除了參加 2019 美國癌症研究協會年會
發表演講，也到哈佛大學醫學中心發表演講學術交流，創造國際學術合作契機，讓國際學者
看見台灣的醫學研究表現。
洪校長更風塵僕僕走訪美國醫學重鎮，透過台灣北美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大力協助，與教
育部、科技部合作延攬海外醫學研究人才，讓中國醫大更能與國際學術界接軌，能提升研究
能量成為世界一流大學。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4/19 17: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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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研究的新視野
校長洪明奇院士獲邀參加第五屆美國 AACR
癌症新視野國際會議並發表演講

美

國癌症研究學會（AACR）主辦的第五屆癌
症研究新視野國際會議，邀請中國醫藥大

學校長洪明奇院士發表學術演講，分享台灣對癌
症醫學研究的進步現況，同時與國際級癌症科學
家相互交流開拓合作契機，提升台灣在世界學術
舞台的能見度。
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 Sidney
Kimmel 綜 合 癌 症 中 心 Elizabeth M.Jaffee 博 士

洪明奇校長在美國 AACR 癌症新視野國際
會議發表演講。

（AACR 現任會長）開幕式致辭表示，癌症研究
新視野大會的宗旨和目標主要有兩個，一是為促
進基礎研究、轉化研究和臨床研究知識和最新發
現的溝通和交流打造一個國際論壇；二是通過國
際間發展合作，致力於降低全球癌症發病率和死
亡率。
洪明奇校長獲邀以：「標記引導的標靶治療，
PARP 抑制劑以及有效免疫檢查點治療的發展」
“Marker-guided target therapy,PARP inhibitors,and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immune checkpoint

洪校長與北京清華大學醫學院長董晨在
AACR conference 合影。

therapy”；為題發表專題演講，以及中國工程院
院士林東昕教授、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吳虹
教授、美國約翰霍普金斯癌症研究所 Elizabeth M.
Jaffee 教授、紀念斯隆 - 凱特琳癌症中心 Timothy
A.Chan 等 40 餘位國際知名腫瘤學專家做精彩的
學術報告，會場還展示 130 篇入選論文壁報交流。
第五屆美國 AACR 癌症新視野國際會議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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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起在大陸深圳大中華喜來登酒店舉行三天，今年主題聚焦特定癌症及針對各疾病類型
應用的新興研究領域為特色，包括全體大會、12 個專題分論壇以及海報環節，議題涵蓋藥
物開發、表觀遺傳學、基因組學、免疫療法、代謝和預防，以及關於胃腸道癌，肝癌，肺
癌，鼻咽癌和性別特異性癌症等。吸引了來自 20 多個國家的 400 餘位從事基礎研究、轉化
研究和臨床研究的專家學者和行業代表出席大會。
洪明奇校長在深圳市參加國際會議期間，還獲邀參訪南方科技大學暨附屬醫院進行學術
交流座談，並發表演講；受到校長陳十一院士暨校務主管熱忱接待，對該校配合特區經濟發
展，培養創新型人才，並致力發展成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的教育特色，印象深刻。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5/08 13: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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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洪明奇院士
2019 秦嶺乳腺疾病國際論壇
主講 PARP 抑製劑和免疫檢查點療法

中

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為國際知名癌症基因
研究專家，於 5 月 18 日獲邀參加“2019 秦嶺乳

腺疾病國際論壇”擔任主題演講貴賓，並發表最新研究
「PARP 抑製劑和免疫檢查點療法」，與會的國際專家
都肯定此研究成果對人類健康有卓著的貢獻。
洪明奇院士是世界乳腺癌治療方面的權威專家，
對於世人關注的乳腺癌醫學議題，他獲邀在“2019 秦
嶺乳腺疾病國際論壇”發表的主題演講名稱「PARP 抑
製劑和免疫檢查點療法」（PARP Inhibitors And Immune
Check Point Therapy）。
“2019 秦嶺乳腺疾病國際論壇”於 5 月 18 日在中
國西安索菲特會展中心召開，此次會議由西安交通大學
第二附屬醫院腫瘤病院主辦，邀請國際乳腺癌治療方面
的權威專家，共同探討乳腺癌在全程管理，早篩和預

洪明奇校長擔任國際論壇主題演講
貴賓。

防，創新醫療等領域的進展和經驗。
參與此次乳腺疾病國際論壇的專家學者，分別發表專題研究做學術交流和經驗分享如下：
●

新 加 坡 國 立 大 學 醫 院 Hartman Mikael 教 授 發 表「The Right Time From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To Surgery」。

●

南京醫科大學唐金海教授發表「乳腺癌新輔助內分泌治療及耐藥研究及進展」。

●

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歐陽能太教授發表「乳腺癌 BRCA 基因檢測及解讀」。

●

山東大學第二醫院餘之剛教授發表「乳腺癌高危人群篩選模型的建立與應用」。

●

西安交通大學錢步月教授發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支持下的臨床研究和病理輔助診
斷」。

●

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何建軍教授發表「HER2 陽性早期乳腺癌治癒的精準升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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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奇校長在會場外留影。

●

“2019 秦嶺乳腺疾病國際論壇”與會專家學者合影。

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宋國紅教授發表「吡咯替尼對 HER2 陽性晚期乳腺癌治療格局的影
響」。

●

吉林大學第一醫院范志民教授發表「CDK4/6 抑製劑從作用機製到臨床實踐」。

●

陸軍軍醫大學西南醫院張 毅醫師發表「腔鏡手術在乳腺外科的應用」。

●

空軍軍醫大學西京醫院王廷醫師發表「化療後骨髓抑制的規範化處理及預防」。

●

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管海濤醫師發表「ASCO 乳腺癌新輔助治療進展—白蛋
白紫杉醇篇」。

●

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楊謹醫師發表「蒽環類藥物在乳腺領域的治療地位 ---- 經
典地位是否續寫」。

●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段學寧醫師發表「乳腺癌保乳手術的地位與期盼」

●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陳佳藝醫師發表「基於個體復發風險的乳腺癌放射
治療」。

●

廣東省中醫院陳前軍醫師發表「乳腺癌中醫治療的現狀與挑戰」。

●

海軍軍醫大學長海醫院鄭唯強醫師發表「乳腺癌病理進展解讀」。

●

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週琦醫師發表「多模態超聲在乳腺 BI-RADS 分類中的應
用」。

●

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康華峰醫師發表「乳癌術後乳房重建術式的選擇與體
會」。

●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王岳教授發表「典型案例解析醫患權利與義務」。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5/20 17: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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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航學術研究
校長洪明奇院士獲邀擔任
第六屆「湘雅皮膚黑素瘤論壇」主題演講貴賓

黑

色素瘤是皮膚癌當中最危險的一種，在亞洲
的發生率較低；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

院士是世界級癌症科學家，6 月 15 日獲邀參加第
六屆「湘雅皮膚黑素瘤論壇」擔任主題演講貴賓，
並發表最新的研究成果「標記引導的靶向治療和
免疫檢查點治療（Marker-Guided target therapy and
immune checkpoint therapy）」，仍有賴於早期診
斷治療可以提高治癒率。
第六屆湘雅皮膚黑素瘤論壇（2019）在中國

洪明奇校長獲邀擔任第六屆「湘雅皮膚黑
素瘤論壇」主題演講貴賓。

長沙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召開，有來自美國、澳大
利亞、日本、韓國等 50 家國內外在黑素瘤研究領
域極具影響力的臨床與科研機構在黑素瘤研究領
域的知名學者與百名參會代表共聚一堂，針對黑
素瘤基礎研究、轉化研究及臨床研究的最近進展，
特別是在黑素瘤發生發展的分子機制、黑素瘤新
靶向藥物研發及 PD-1/PD-L1 為代表的黑素瘤免疫
治療的臨床應用，進行國際學術交流。
2019 年「湘雅皮膚黑素瘤論壇」由中南大

洪明奇校長與湘雅醫院張欣教授合影。

學副校長陳翔教授大會主席擔任，湘雅醫院黨委
書記張欣教授致歡迎辭，並邀請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擔任主題演講貴賓，並發表
最新的研究成果「標記引導的靶向治療和免疫檢查點治療（Marker-Guided target therapy and
immune checkpoint therapy）」，仍有賴於早期診斷治療可以提高治癒率。
2019 年「湘雅皮膚黑素瘤論壇」並邀請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皮膚腫瘤標本資源中心主
任 Ruth Halaban 教授、猶他大學 Huntsman 腫瘤研究所皮膚科腫瘤生物學首席科學家 Martin
McMahon 教 授、 澳 大 利 亞 黑 素 瘤 研 究 所（MIA） 聯 合 醫 學 主 任 Richard Scolyer 教 授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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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ina Long 教授、美國耶魯大學皮膚腫瘤研究中心主任 Marcus Bosenberg 教授、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QIMR Berghofer 醫學研究所腫瘤免疫調節和免疫治療實驗室主任 Michele WL Teng
教授、韓國皮膚病學會教育主任 Sook Jung Yun 教授、東京國立腫瘤中心醫院皮膚科腫瘤科
主任 Naoya Yamazaki 教授、日本京都大學專家 Atsushi Otsuka 教授等國際頂尖科學家發表精
彩專題演講。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6/19 1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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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癌症科學家菁英薈萃
洪明奇校長獲邀擔任主題演講貴賓分享學術研究成果

中

國醫藥大學洪明奇校長為世界知名癌症科
學家，更積極參與國際學術交流，國際學術

界爭相邀請演講，奉為上賓；七月暑假期間，他
獲邀請參加「2019 年昆明國際腫瘤研究論壇」與
「第四屆杭州國際乳腺癌高峰論壇」擔任主題演
講貴賓，與世界各國癌症科學家分享學術研究成
果，讓台灣癌症科學研究在世界舞台上發光發熱。
「2019 年昆明國際腫瘤研究論壇」於 7 月 24

洪明奇院士獲邀請參加「2019 年昆明國際
腫瘤研究論壇」擔任主題演講貴賓。

日在昆明舉行，各國癌症科學家菁英薈萃，世界
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台灣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
明奇院士擔任主題演講貴賓，同時分享研究團隊
學術研究成果「Marker-guided target therapy, PAPR
and EGFR inhibitors,and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immune checkpoint therapy」，這項國際腫瘤研究
論壇為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 60 週年紀念系
列學術活動之一。
2019 年昆明國際腫瘤研究論壇”有來自各國

校長洪明奇院士獲邀「第四屆杭州國際乳
腺癌高峰論壇」擔任主題演講貴賓。

癌症研究領域的著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以“癌
症基礎研究和臨床治療”的主題進行深入的探討；
與會專家學者報告了各自研究領域取得的最新進展，包括腫瘤免疫治療的新靶點和治療方
法，乳腺癌的腦轉移機制，非編碼 RNA，懷孕和泌乳與乳腺癌發病的相關性和癌症的臨床
治療新進展。
本屆會議邀請了國內外癌症研究領域頂尖的學者共同分享與探討癌症發生，發展和治
療的新知識和遠見；分別是來自於台灣中國醫藥大學 /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洪明奇教授，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余棣華教授，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王世珍和馮根生教授，阿肯色大
學的夏芬教授，貝勒醫學院徐建明和李毅教授，哈佛醫學院的魏文毅教授，多倫多大學的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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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華教授，西北大學的俞錦丹教授，埃默里大學
的孫士勇教授，梅奧診所的樓振昆教授和澳門大
學的鄧初夏教授。
「第四屆杭州國際乳腺癌高峰論壇」於 7 月
27 日在浙江大學醫學院舉行三天，台灣中國醫藥
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獲邀擔任主題演講貴賓，以
「終結癌症」自許的洪院士與各國癌症科學家分
享乳癌研究成果 --Target therapy for PARP inhibitor

校長洪明奇院士和與會學者合影。

and development of immune checkpoint； 會 場 約
300 名聽眾座無虛席，與會專家學者發言踴躍並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學術交流收獲豐碩。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8/06 16: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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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饗宴
校長洪明奇院士獲邀在中研院「錢思亮 院長科普講座」
以“癌不再是癌”為題發表演講

世

界級癌症基因科學家、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洪明奇院士於 2 月 18 日晚獲邀在中央研究

院「錢思亮院長科普講座」以“癌不再是癌”為
題發表演講，分享現今癌症研究的發展；洪明奇
院士強調，目前癌症死亡率能降低，除了防癌的
宣導及臨床照護改善之外，最近發展的早期診斷
及治療創新，也為癌症病患帶來新的希望。
洪明奇院士表示，臺灣 37 年來十大死因，
癌症都是居首，每年將近 5 萬人死於癌症，引起

洪明奇院士獲邀在中研院「錢思亮院長科
普講座」發表演講。

社會廣泛關注；從美國的統計數據來看，在過去
40 年癌症 5 年相對存活率，從 50% 的存活率變
70%，而現代醫療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以現今癌
症研究的發展，未來要再提高 20% 存活率，不再
需要花 40 年的時間。
洪明奇校長認為，目前癌症死亡率能降低，
其中一個關鍵是早期診斷及治療創新，而除了早
期發現早期治療外，近年來發展迅速的治療方式

前監察院院長、前外交部部長錢復致詞。

如「標靶治療」、「免疫治療」以及這些新穎療
法的聯合，都給癌症病患帶來新的希望。
2018 年，有東方諾貝爾獎之稱的「唐獎」第三屆生技醫藥獎的得主 Anthony Hunter 發
現酪胺酸；Brian J. Druker 則是將酪胺酸激酶抑制劑變成一個有效的藥物 imatinib（Gleevec），
應用於治療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ML）；John Mendelsohn 則是開發帶有酪氨酸激酶的受體
*-EGFR 的抗體 cetuximab 來治療癌症。
另外，2018 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得主 James Patrick Allison 和 Honjo Tasuku 所發明的免
疫療法，在多種癌症治療上，能顯著延長病患生命。上述這些癌症研究上的努力及重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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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影響過去的 20 年，甚至未來的數十年，讓世人不再那
麼恐懼癌症，帶給大家癌症是可以被治癒的希望。
洪明奇院士從事研究發現生命的光采與趣味，「人需
要有夢想，讓無形的力量化為行動，以便夢想成真。」洪
校長說，發展尖端醫療研究也是一樣，設下解決重大醫學
難題的目標，使不可能變為可能。在治療癌症或是預防癌
症領域，期待更多新一代學子、未來科學家，能在這個領
域扮演重要的角色。
中央研究院「錢思亮院長科普講座」於 2 月 18 日晚在
學術活動中心 2 樓會議室舉行，邀請洪明奇院士以“癌不
再是癌”為題發表演講，由劉扶東副院長主持，前監察院

中研院劉扶東副院長與洪明奇院
士合影。

院長、前外交部部長錢復等貴賓與關心台灣癌症研究發展
的學術界人士約 300 多人到場聆聽，場面相當熱絡。
洪明奇院士現為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曾任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主管基礎科學研究
的副校長兼分子細胞腫瘤學系主任。洪院士畢業於臺灣大學化學系及生化所，隨後赴美深
造，獲得麻州布蘭戴斯大學 Brandeis 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並在麻省理工學院白頭研究所
（Whitehead Institute, MIT）進行博士後研究（1984-1986），隨後應聘到安德森癌症中心任
教。洪院士在酪氨酸激酶生長因數受體與腫瘤發生的分子機制等研究領域為國際知名學者。
迄今，洪院士巳發表經同行專家審稿的研究論文 530 多篇，其中超過 135 篇發表在影響因數
大於 10 的期刊。
洪明奇院士擔任多種癌症研究雜誌，如癌細胞雜誌（Cancer Cell）的資深編委，亦曾獲
得多項殊榮，包括多次安德森癌症中心教育傑出獎、基礎醫學研究傑出獎等；並於 2002 年
獲選中央研究院士，2010 年被遴選為美國科學促進會生物科學部院士（AAAS fellow）。
2015 年獲孫思邈生物醫學成就獎，2017 年榮獲首屆國際乳腺癌幹細胞研討會乳腺癌基礎與
轉化研究傑出成就獎，2018 年洪院士被遴選為德州大學健康科學教育學院主席。
洪明奇院士致力於培養教育下一代腫瘤生物學家，至今已培養和指導了至少 55 名博士
畢業生、200 多名博士後。是 2017 年美國德州大學傑出教學獎的獲得者，更是唯一獲得四
次德州大學健康科學中心 John P. McGovern 傑出教師獎的教授。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2/2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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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洪明奇院士
獲邀台北醫學大學【北醫深耕講座】專題演講

中

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是走在基因抗
癌治療領域尖端的台灣科學家，9 月 6 日下

午獲邀到台北醫學大學〔北醫深耕講座〕發表專
題演講，分享癌症研究成果及科學研究的經驗智
慧，吸引百餘位研究人員及師生到場聆聽。
洪 明 奇 校 長 獲 邀 台 北 醫 學 大 學 108 學 年 度
〔北醫深耕講座〕專題演講，受到癌症中心總召
集人閻雲醫師與師生親切接待，洪校長的講題是：
〔標記引導靶向治療，PARP 抑製劑和免疫檢查

洪明奇校長獲邀到台北醫學大學〔深耕講
座〕發表專題演講。

點治療〕（Marker-Guided Targeted Therapy, PARP
Inhibitors, and Immune Checkpoint Therapy）， 讓
前往聽講的研究人員及師生獲益匪淺。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9/17 11:59:00

洪明奇校長與會場師生合影。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中心總召集人閻雲醫師
致贈洪校長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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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民一家」學術交流
校長洪明奇院士獲邀國防醫學院發表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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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中國醫藥

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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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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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明奇院士獲邀國防醫學院校慶發表專題
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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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 明 奇 院 士 演 講 時 表 示， 新 冠 肺 炎
（COVID-19）疫情肆虐，中國醫藥大學秉持研究

軍醫局局長陳建同中將致贈洪明奇校長感
謝狀

洪明奇校長與國防醫學院學生開心合影

洪明奇與軍醫局局長陳建同中將、查岱龍
校長等軍醫主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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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醫學大學的使命和社會責任，在這一段時間，快速組織「新冠肺炎抗疫治療團隊」開發抗
冠藥物，陸續發表時間，單寧酸、台灣天然物、雙硫侖（Disulﬁram）等研究成果，具有抑
制病毒之效果，受到全球的高度關注。
不僅如此，中國醫藥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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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12/16 13: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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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AN HELP THE CANCER, TOO!
洪明奇校長獲邀台中榮民總醫院
發表專題演講迴響熱烈
「

在美國服務了 40 年，兩年半前回台灣的時候，內

我

心有一個重大使命，就是希望在台灣發展出一些新

的藥物，來解決目前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辦法治療
的癌症難題。」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懷抱信心說，
這是他對自己的定位，更是希望對人類社稷能有所貢獻的
心願。
洪明奇校長於 9 月 13 日下午獲邀台中榮民總醫院科主
任聯席會以「亂世出英雄—抗癌抗冠到後疫情時代的精
準醫療」為題發表演講，迴響熱烈，受到院長陳適安教授、
副院長傅雲慶醫師與科室主管們的歡迎及熱忱接待。洪明
奇院士在演講時鼓勵與會的醫界菁英說，台積電是台灣的
護國神山，而醫藥界也要有雄心創建另一座神山，也就是

洪明奇校長獲邀台中榮民總醫院
發表專題演講迴響熱烈。

世界級的大藥廠。並以瑞士有 Roche 與 Novartis 為例，相
信台灣也是可以作到的。
本次的主題「亂世出英雄」，洪校長以三國演義為例，指出三國演義之所以精彩，是
因為在東漢末年的時候，瘟疫爆發、經濟蕭條、民不聊生，但也在那個亂世，才能不斷地綻
放出英雄的事蹟。如今，新冠肺炎病毒來的又兇又猛，就如同亂世瘟疫一樣，正是現代的三
國英雄綻放的時刻！洪明奇校長稱許道，「在座每一位都是第一線的英雄！我們的國家，不
只醫療人員與防疫指揮中心、更有兩千三百萬人團結一心的防疫合作。就因為這樣的團隊合
作，讓台灣在抗疫的傑出事蹟能綻放於國際舞台，因此人人都值得被稱為—英雄！」
癌症基因科學家洪明奇院士表示，事實上，他所擅長的領域是癌症治療而非病毒研究，
但為了肩負起大學的社會責任，急需領導組成研究團隊，協助找到對抗 COVID-19 方法。因
此，洪明奇校長更分享了疫情以來，如何將抗癌症的精準醫療概念，轉移到對抗新冠病毒的
藥物開發之研究心路歷程。
洪明奇院士是全世界第一個發現 PD-L1 蛋白質醣基化重要性的科學家，最近更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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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期刊 Nature Review 邀請撰寫回顧文章，科學
地位受世界的尊崇可以見之；在冠狀病毒疫情的
初期，即帶領中國醫藥大學在第一時間組成研究
團隊，率先發表新冠病毒蛋白酶與藥物結合的結
構體，是台灣第一個研究成果，亦是新藥開發的
重要一步。最近，更在台灣農產品的天然物中發

洪明奇校長演講會場迴響熱烈。

現抗冠狀病毒的化學成份，具很大的藥物潛力。
因此，洪校長提出希望台灣的醫學中心，包括台
中榮總與中國醫藥大學，將來應該攜手一起合作
努力，開發新的藥物。就如同他的哲學「仙藥雲
深不知處，抗癌、抗冠就在此山中。」一般，在
台灣當地發展出新的藥物，解決目前世界上任何
一個國家都沒有辦法治療的醫學難題，替台灣醫
學界在國際發熱發光。
最後，洪校長指出台積電是台灣的護國神山，

洪明奇校長與陳適安院長、傅雲慶副院長
合影。

而世界上十大藥廠的各別產值也與此護國神山相
當。因此，期盼台灣醫藥界也可以創建另一個神
山！並在大家的努力下，讓癌症成為歷史，讓人
類擁有更美好的生活，更美好的世界。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9/28 14:27:10

台中榮總陳適安院長致贈洪明奇校長感謝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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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大學生實現科學研究的夢想
校長洪明奇院士受邀東海大學發表專題演講

為

激勵大學生實現科學研究的夢想，中國醫
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 8 日上午受邀東海

大學理學院發表專題演講，分享自己鑽研對抗癌
症的標鞄治療到抗新冠病毒之精準醫學的奧秘與
樂趣；他鼓勵有興趣投入科學研究的大學生「志
向必高方有成」，在面對諸如新冠疫情引起的全
球性公衛事件時，創新研發新型治療的藥物或是

洪明奇校長專題演講「亂世出英雄 —從
抗癌到抗新冠病毒」。

疫苗，便能拯救成千上萬的病患，這樣的世局也
就印證了亂世出英雄！
洪明奇校長是世界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為
推動跨校際學術交流，8 日上午受邀東海大學理
學院基礎科學館以「亂世出英雄 -- 從抗癌到抗新
冠病毒」為題發表演講，由理學院長楊定亞擔任
主持人、受到王茂駿校長、王志立副校長、詹家

洪明奇校長與東海大學演講會場師生合影。

昌副校長、林惠真研發長、顧野松副研發長等師
長親切接待，洪明奇校長以深入淺出、幽默風趣
的方式，分享從事生物醫學研究的奧秘與樂趣，
吸引 200 多位師生到場聆聽興趣盎然，會場氣氛
相當熱絡。
在紛亂的年代，往往讓很多英雄人物都綻
放出了不一樣的光彩；洪明奇校長舉例說，新型
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全球的病例高達

中醫大校長洪明奇與東海大學校長王茂駿
相見歡。

8638 萬人，死亡 186 萬人，在此緊急公衛事件時
刻，台灣被世界肯定是防疫的模範生，大學和研究機構在發展尖端醫療研究、解決重大醫學
難題上，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有興趣科學研究的大學生千萬不要妄自菲薄，繼續進修充實
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志向必高方有成」，也讓自己生命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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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疫的關鍵時刻，中國醫藥大學科研究團隊在洪明奇校
長帶領導下，成為台灣第一個發表藥物研究成果，展現了高度
機動力與充沛的研究能量。
洪明奇校長從三國演義的故事帶入演講主題，三國亂世，
曹操《蒿里行》記述，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說明戰時人
民生活的困境，但是對於英雄好漢來說，卻是頭角崢嶸的時
代。
「我們讓癌症變成歷史；」洪明奇校長表示，臺灣十大死
因，癌症都是居首，從美國的統計數據來看，在過去 40 年癌
症 5 年相對存活率，從 50% 的存活率變 70%，而現代醫療科

演講海報。

技進步日新月異，以現今癌症研究的發展，未來要再提高 20%
存活率，不再需要花 40 年的時間，就能實現人類遠離癌症的夢想。
中國醫藥大學是研究型大學也是生物科技研究平台，洪明奇校長鼓勵從事科研的老師與
學生，把握在學校做研究的機會，彼此交流合作展現台灣科研實力，帶動台灣生物科技產業
出現的「台積電」！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1/08 17: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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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際學術交流
洪明奇校長獲邀中臺科技大學發表專題演講

為

推動跨校際學術交流，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洪明奇院士 12 日下午受邀到中臺科技大學

發表專題演講，分享自己從事對抗癌症的標鞄治
療到抗新型冠狀病毒之精準醫學研究的奧秘與樂
趣，他鼓勵大學生找到自己喜歡又有興趣的領域，
繼續進修充實自己，「志向必高方有成」，洪校
長親切風趣的感染力，讓 300 多位聆聽學生興趣
盎然、會場氣氛相當熱絡。

洪明奇校長獲邀中臺科技大學發表專題演
講。

洪明奇校長是世界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為
推動跨校際學術交流，12 日下午在研究生事務長
許翺麟、公關中心主任吳嵩山陪同前往中臺科技
大學舉辦的「天機講座」以「亂世出英雄—從
抗癌到抗新冠病毒」為題發表演講，受到副校長
陳錦杏教授、藝術中心主任陳錫仁親切接待，吸
引近三百名師生前往聆聽，獲益匪淺。
洪校長以深入淺出、幽默風趣的方式，分享

洪明奇校長與中台科大陳錦杏副校長互贈
伴手禮。

從事生物醫學研究的奧秘與樂趣，他舉例新型冠
狀病毒（SARS-CoV-2 或稱 COVID-19）疫情，全球的病例高達 2820 萬，死亡 91 萬人，在
此緊急公衛事件時刻，大學在發展尖端醫療研究、解決重大醫學難題上，就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大學生千萬不要妄自菲薄，繼續進修充實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志向必高方有
成」，也讓自己生命更有意義。
洪明奇校長從三國演義的故事帶入演講主題，三國亂世，曹操《蒿里行》記述，白骨露
於野，千里無雞鳴；說明戰時人民生活的困境，但是對於英雄好漢來說，卻是頭角崢嶸的時
代。
洪明奇校長表示，臺灣十大死因，癌症都是居首，從美國的統計數據來看，在過去 40
年癌症 5 年相對存活率，從 50% 的存活率變 70%，而現代醫療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以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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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研究的發展，未來要再提高 20% 存活率，不
再需要花 40 年的時間。
洪 明 奇 校 長 認 為， 大 學 提 升 研 究 動 能，
可 以 發 揮 學 術 研 究 的 高 影 響 力 結 果 high impact
outcomes，諸如，社會貢獻、健康 - 改善存活率、
工作機會、財務穩定，增加世界媒體曝光度，提
高台灣知名度。
洪明奇校長並介紹中國醫藥大學培育研究生

洪明奇校長與中台科大陳錦杏副校長互贈
伴手禮。

的特色亮點，諸如多元彈性，鼓勵跨領域研究，
校長重點培養高潛力學生並與國際名師共同培養學術菁英，有助於學子實現科學研究的夢
想。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10/12 17: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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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需要一個夢想，以便夢想成真
洪明奇校長獲邀「博雅經典講座」
發表專題演講「癌不再是癌」激勵研究熱情

大

學是知識的寶庫、人類進步的階梯；中國醫
藥大學教學資源豐沛並陸續成立了國際級

特色研究中心，洪明奇校長於 12 月 18 日晚獲邀
「博雅經典講座」發表專題演講，鼓勵師生在發
展尖端醫療研究、解決重大醫學難題上，使不可
能變為可能；尤其在治療癌症或是預防癌症領域，
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您需要一個夢想，以便
夢想成真」（pick up a dream to follow (even it is an

洪明奇校長發表專題演講「癌不再是癌」
激勵師生研究熱情。

impossible dream). You need a dream so that dream
can come true.）！
國際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洪明奇校長期許
中醫大的青年學子，今天大家身處的環境是一個
很多很多金礦的地方，同學在念書的時候，去發
掘這些金礦，如果自己有興趣去參加這些團隊，
實 踐 就 是 開 啟 寶 庫 的 鑰 匙（you can do it, if you
commit to do it.）。

洪校長和會場師生合影。

洪明奇校長在通識教育中心舉辦的「博雅經
典講座」以「癌不再是癌」為題發表演講，深入淺出的分享自己在癌症研究方面的經驗心
得，期待能激發學生學習研究的興趣；由研究生事務處長許翺麟擔任主持人，位於國際會議
廳的講座會場，被校院師生擠得水泄不通，林正介副校長、王陸海副校長、謝淑惠主任秘書
及學術行政主管都全程參與，大師開講的魅力果然不同凡響，人氣指數破表，洪校長還回應
師生們的提問，場面互動熱絡。
洪校長回憶說，在我小孩子的時候，記得鄰居如果有人家裡得癌症，沒有人敢講話，因
為大家不知到怎麼會得癌症，當初有癌症就有兩個念頭，第一個，人要死了；第二個，為什
麼是我？是不是我上輩子做錯什麼事情？一定是做錯什麼事情，這一輩子才會得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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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療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我們知道，人得到癌症是因為運氣不好，是人體正常細胞
因為突變，或其它的因素，所以 unfortunately 得到這個疾病，而不是上輩子做錯什麼事情；
洪校長心有所感的說，如果你是癌症病人，到捷運站搭車，就應該坐博愛座，為什麼不敢
坐？不要覺得自己上輩子有做錯什麼事情。
從美國的統計數據來看，在過去 40 年癌症相對存活率，從 50% 的存活率變 75%，如果
要再增加 20% 的話，是不是還要再等 40 年？洪明奇校長信心堅定的說，不需要的，現在我
們對癌症的了解非常深入快速，況且癌症的藥是可以設計的，因為你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
然。
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數字，2008 年估計約 1300 萬人得癌症，到 2030 年是不是會增加到
2200 萬病人呢？不可能，因為現在對癌症的了解、治療，還可以預防 prevention，雖然如
此，今年預期全球有 1000 萬人會死於癌症，這數字相當的驚人。
今天談的主題是「癌不再是癌」，癌它就是癌，但是希望將來這些癌症的病人不是那麼
的嚴重，它可以 under control，不是說不會有癌症，癌症還是會存在，但是希望可以 under
control，現在癌症有沒有 under control ？還沒有？在等甚麼？洪校長語帶詼諧的鼓勵師生演
講結束之後，一起來做癌症研究。
台灣 37 年來，十大死因癌症都是居首，一年將近有 5 萬人死於癌症，所以癌症是一個
重大疾病，如今，我們對癌症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洪校長希望興趣的同學好好的努力，在你
的 life time，在治療癌症或者是預防癌症裡面，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現今對癌症治療已經有很多的進步，從數據來看，胃癌、大腸直腸癌的發生率都越來越
低了，可是女性的肺癌有稍微上升的傾向，早期的時候並不知道吸菸跟肺癌有關係，現在已
經很清楚的証實，吸菸跟肺癌的關係是非常的密切，以前都是男生吸菸，女生不吸菸，可是
後來很多女生也吸菸了，由於肺癌是所有的癌症類型裡面致死率最高的，所以政府規定公共
場所禁止吸菸，這對防止肺癌有很大的幫助。
當然同學會問說，有人一天到晚吸菸，吸好幾包，也沒有得 cancer；一個人從來不吸
菸，居然得到 cancer；這是存在的事實，有些人會把吸菸的煙草裡面的致癌的藥物化解掉，
有些人化解掉的容易度就比較低，不是說你吸菸就一定會得 cancer，也不是說你不吸菸就不
會得到 cancer，而是如果吸菸的話，得到 cancer 的機率會大一點，因為肺癌發生的風險，
85% 的肺癌發生在有吸菸的人，也就是說 100 個肺癌的病人裡面，有 85 個是有吸菸的，有
15 個是沒有吸菸也得了肺癌。
檳榔在台灣相當盛行，全世界最大的檳榔產量，台灣數一數二（僅次於印度），在過去
這 30 年裡，台灣的老百姓非常的努力，產量增加了差不多 14 倍到 15 倍，雖然經濟上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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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錢，卻造成兩個 side effect，第一個，口腔癌的病人發生率增加，現在包括本校老師和專
家都在進行研究，檳榔裡面有哪一些成分會造成口腔癌，而且不只是口腔癌，可能包含其它
的癌症也會有。另外一個是檳榔西施，成為台灣的獨特文化，不過現在檳榔西施可能沒有那
麼 popular 啦。
目前癌症的死亡率降低，第一個因素是早期診斷，比如說乳腺癌，現在很多自我診斷的
方法，可以早期診斷、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率很高，所以死亡率下降，另外就是基因診斷治
療，有些不同癌症的病人，如乳腺癌或者是肺癌，是因為某一個基因壞掉或是那個基因過度
表達而造成的，在這種情形之下，那個基因是可以精準診斷，診斷完之後，可以直接針對那
個基因來做治療，就是所謂的標靶治療，其次，政府對防癌的宣導相當重視，醫院對臨床照
顧的改善等，使癌症的死亡率下降，另外一個就是免疫治療。
唐獎是台灣的諾貝爾獎，去年第三屆生技醫藥獎的得主，Anthony Hunter 發現酪氨酸，
Brian J. Druker 發現這個小生物，這個小分子，他抑制這個酪氨酸激酶變成一個藥，很有效
的藥，然後 John Mendelsohn 對這一種酪氨酸激酶的受體來開發另一種藥，是用替代的藥，
他們三個人一起榮獲 150 萬美元獎金。
洪 校 長 進 一 步 闡 述 Brian J. Druker 研 究 成 果； 有 一 種 疾 病， 有 一 種 CML 是 慢 性 的
leukemia，在這個藥被 develop 之前，這個藥是 2001 年被 approve 的，在這之前，這種疾病
叫 CML，五年的存活率只有 30%，這個藥在靶向治療裡面剛出來的時候，好像仙丹一樣，
在做臨床試驗的時候，54 個病人裡面居然有 53 個有反應，almost 100% ！當初為什麼能這
麼有效，就是標靶治療 (target therapy) 的觀念（對症下藥），就是靶向治療開始轉捩點的其
中一個，因為這一種疾病帶有 chromosome 的 rearrangement，人體的染色體有 23 對，但是
很多疾病包括有很多 cancer，chromosome 會 rearrange，在 CML 這種疾病中，rearrange 之後
造成的 fusion 基因叫 BCR-abl，BCR 是一個基因，abl 是另外一個基因，它們本來是在不同
的 chromosome，然後這個染色體 rearrange 之後兩個疊在一起變成 BCR-abl，這個基因的激
酶 tyrosine kinase 就被活化，當初這個藥就是抑制這個 tyrosine kinase，在初期臨床實驗，54
個病人之中就有 53 個 response。以前的抗癌化學療法，臨床試驗是不可能這麼好的結果。
這個疾病，今天在臨床上幾乎是 all secure，比如六年的存活率達到 98%，八年存活
率高達 95%，這是從八百多個病人中做出來的，這還是近十年前，現在這個疾病已經不用
把它當成沒辦法治療的 cancer。除了 CML 之外，另外一種 leukemia 也有這種 BCR-abl 的
rearrange，因為它也有相同的 chromosome rearrange fusion gene, BCR-abl，這個標靴治療對另
外這種 leukemia 也是一樣，almost all survival。
洪校長鼓勵對研究有興趣的同學，在 life time 總是要找一個有意義的目標，譬如一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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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沒有救的疾病，現在還有很多研究尚待突破，為什麼不拿過來做？至少有一個誘因，2016
年前五大抗癌藥，就是 BCR-abl，這個藥物一年賣掉的錢，有 46 億美元，一個藥一年 global
sell，從 2001 被 FDA approve 到 2017 年在 17 年裡賣掉 51 個 billion，就是 500 億美元，他
打趣說，如果各位師生好好努力，研發一個這樣的藥，你們就會很有錢，可以做很多事情，
然後捐一大筆錢給學校，說不定有一天學弟學妹的學費就 free。
Science 在進步，現在必須要知道 identify 病人是什麼樣的病人，這樣的病人挑出來去做
臨床試驗的時候，可能在 phase I、phase II 的 clinical trial，三到四年，FDA 就 approve 了，
而不是像以前要做到 phase III，要做十五年二十年，現在很多 target therapy 的藥都是 phase
I，phase II 就 approve，因為病人是挑出來，這樣的病人才有效，已經知道該藥不會有效的
病人就不併入臨床試驗，這樣 right patients will be treated with right drugs ！
今天的藥已經不是上山去找草藥，而是在實驗室設計的；洪校長期許師生鎖定現在還
沒有解決的醫學難題，比如說乳腺癌有 20%HER-2，現在可以做，很容易就把它檢測出來，
100 個乳腺癌進來，20 個挑出來，用這個藥來治療的時候，就三分之一 response，三分之二
不會 response，那我就 challenge，在實驗室裡面跟老師、醫生腦力激盪，找出為什麼這三分
之二不會 response，只要找得到病因，就可以去設計這個藥去治療所有的病人。
台灣肺癌的死亡率是 50％，美國人有 15% 有這種 mutation，這個藥 2003 年 approve，
本來是沒有救的病人，可以活一年，然後呢？又沒有效，就 develop 第二個藥，然後又
develop 第三個藥，在台灣 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有 50% 都屬於這一類，現在第三個藥做
完之後，抗藥性就會再發生，也就是病患會再復發！洪校長殷殷期盼中國醫大同仁努力往下
一個階段做下去。
胰臟癌是沒有救的病嘛？現在全世界都沒有辦法治療，如果有一天因為你的努力，或因
為你的 contribution，由中國醫藥大學發現主導治療，讓本來沒有救的病人延續生命，這是功
德無量。
黃帝內經有很多重要的理念，在 1000 年前就講了：「正氣存內，邪不可干。」一個疾
病，必須要去邪，還要扶正。什麼叫去邪？用 cancer 來講，就是殺死癌細胞；什麼較扶正？
扶正就是增強自己的免疫力。增強免疫力有很多方法，甚至連花錢都不需要，每天大笑三
聲，你的心情保持愉快，不要一天到晚 depress，遇有挫折要很快地站起來，人心情好的時
候，免疫力就會強。
科學需要證據，中草藥能夠提神、養神、抗癌，是否可在動物實驗以科學方法證明它的
確是有效的；中國醫藥大學就可以來做這些東西。首先，制定策略，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尋
找可以檢測的實驗方法。這個問題不僅是重要，而且是現在的方法可以做出來，這樣就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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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and Easy 的選題觀念。
台灣的人口 2300 萬，瑞士人口是台灣的 1/3，可是全世界的十大藥廠中，Novartis 跟
Roche 在瑞士，瑞士可以，台灣為什麼不可以？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新校區有兩棟 building 是
bio park，是供給研發及產業的 incubator，全台灣沒有一所大學有自己的 bio parkbuilding，
洪校長語重心長說，我們還在等什麼？
為激發師生對研究的熱情，洪明奇校長興緻所至高聲吟唱《唐吉訶德》的騎士精神∼
dream impossible dream，life 要 pick up some sort of impossible dream. You need a dream so that
dream can come true.，贏得滿堂掌聲不絕於耳。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1/13 15: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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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機會、展現實力
洪明奇校長受邀現代生物醫學講座
以「亂世出英雄」為題發表演講

在

紛亂的年代，往往讓很多英雄人物都綻放出了不
一樣的光彩；自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爆發引

起的全球性緊急公衛事件，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對此，
中國醫藥大學洪明奇校長獲邀在「現代生物醫學講座」
專題演講時，鼓勵師生把握此機會發展新型治療的藥
物或是疫苗，要提前一天完成，便能拯救成千上萬的

洪明奇校長專題演講「亂世出英雄」。

病患，這樣的世局就印證了亂世出英雄！
世界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洪明奇院士，於 5 月 29
日獲邀中國醫藥大學舉辦的《現代生物醫學講座》以
Heroes Emerging from Chaotic Time「亂世出英雄」為題
發表演講，洪校長從三國演義的故事帶入演講主題，
三國亂世，曹操《蒿里行》記述，白骨露於野，千里
無雞鳴；說明戰時人民生活的困境，但是對於英雄好

洪明奇校長與王陸海副校長、邵耀華
院長、王紹樁副院長、林昭庚講座教
授等師長合影。

漢來說，卻是頭角崢嶸的時代。
在幾個月前的中國武漢，或是這兩個月的歐美洲，由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 或稱
COVID-19）疫情爆發引起的全球性緊急公衛事件，改變人們的生活。在此關鍵時刻，「中
國醫藥大學師生在發展尖端醫療研究、解決重大醫學難題上，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洪明
奇校長期許。
COVID-19 隸屬 Coronavirinae（冠狀病毒科），擁有單股正鏈的 RNA 病毒，外表為
圓形，在電子顯微鏡下具有皇冠般的突起因此得名，大小為 30kb（包含 20kb 的 nsp（nonstructural proteins） 與 10kb 的 structural 與 accessary gene），replicase gene 含 有 兩 個 Open
reading freame (ORF)-ORF1a 和 ORF1b，能夠調控冠狀病毒生存必需的激酶（或酵素）如
RNA 聚合酶和 Mpro (3CL)。此病毒以棘狀蛋白 S1 辨識人類細胞上的 ACE2，並在宿主細胞
之 furin 及 TMPRSS2 協助下進入宿主細胞膜，並釋放病毒 RNA 轉譯成蛋白，進一步透過宿
主細胞製造新的病毒顆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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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奇校長表示，現今國內外研究團隊藉由結構性設計治療藥物與預防性疫苗。藥物
設計標的包括 3CL protease,（Mpro）,Papain-like protease, RDRP（RNA 聚合酶）（如瑞德西
韋 Remdesirvir）, N proten,Nucleocapsid。而疫苗的話，至少有四大類疫苗正在進行研究。第
一類為減毒性病毒疫苗，藉由降低病毒毒性，來誘發注射者免疫反應，並產生抗體；另外
一類則透過病毒載體為骨幹，在注射者體內製造 COVID-19 蛋白，並產生免疫反應；或以
COVID-19 結構蛋白（如 Spike protein 或 M protein）作為疫苗基底，直接注射入病患；也有
團隊設計近似病毒結構的載體（virus-like vector），其表面具有 COVID-19 的結構，但因為
缺乏感染的基因片段，因此不具有傳染性，此類疫苗也因為製作難度高，較少團隊以此方向
發展疫苗。
近期在 Nature,Science 及 Cell 等頂尖科研期刊發表的文獻，主題涵蓋病毒結構、致病機
轉、治療藥物與疫苗等，這類文獻從研究至投稿花費時間僅約 2 至 3 個月，對比一般需耗時
一年或多年以上的時程大幅縮短，但對於科研界而言，此次的突發事件驗證了「養兵千日用
於一時」的道理，許多研究團隊已經針對冠狀病毒有多年的經驗，包括 17 年前 SARS 事件
以來所累積的資訊，因此才能於有限的時間內進行發表。
在這一段時間，中國醫藥大學的科研團隊也積極研發病毒治療藥物與疫苗，在洪明奇校
長的帶領下，整合陳曄教授、楊文豪、黃升騰及王紹樁等多位教授研究團隊與校內豐富的單
複方中藥資料庫，以病毒 protease 為標的，透過 FRET 的方式篩選有效的中藥 protease 抑制
劑，目前已開發多個具潛力的藥物，並且也整理相關數據準備進行成果發表，這個研究團隊
目前還在擴大之中，短期內會有更多老師加入共同努力。
另外，洪明奇校長也簡介中國醫大團隊跨國合作於今年四月發表在 Nature 的文獻 The
gluconeogenic enzyme PCK1 phosphorylates INSIG1/2 for lipogenesis，此文闡述 protein kinase
PCK1 可調控 SREBP（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binding protein），進而影響脂質生成與肝癌
發展，也展現中國醫充沛的研究能量與發展潛力。
洪明奇校長鼓勵與會的老師與學生，把握在學校做研究的機會，對比目前很多國家的實
驗室因疫情無法正常運作，台灣有正常營運的實驗室是相當寶貴的，進一步把握此機會發展
新型治療 COVID-19 的藥物或是疫苗，能抓住機會、展現實力的科研團隊，只要提前一天完
成，便有機會拯救成千上萬的病患，這樣的世局也印證了「亂世出英雄」！
洪明奇校長在立夫教學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舉辦的《現代生物醫學講座》專題演講，由醫學
工程學院邵耀華院長主持，王陸海副校長、王紹樁副院長、林昭庚講座教授等師長參與踴躍，
有助於校師生接觸不同生命科學領域之最新發展及其思維模式，藉以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6/04 13: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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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合作力量大
洪明奇校長學術演講
“新藥老藥都是藥，大小分子都可以是藥”

中

國醫藥大學藥學院於六月十九日下午舉辦
〔特別演講〕，邀請校長洪明奇院士以「新

藥老藥都是藥，大小分子都可以是藥！」發表英
文學術演講，啟發藥學系院老師及研究生對於藥
物開發的使命感，透過藥學的專業與研發能力，
彼此合作，相信一定有機會找到下一個可以促進
醫療發展的藥物！

洪明奇校長演講分享研究心得和經驗。

洪明奇校長獲邀藥學院做〔特別演講〕，由
江宏哲副校長主持，這也是洪校長到任的第一場
學院演講，他分享豐富的研究實務經驗，內容十
分生動，吸引百餘位師生前往聆聽，獲益匪淺，
台上台下互動熱絡，讓互助大樓講堂的走道都水
泄不通。
洪 明 奇 校 長 從「 聚（ADP － 核 糖 ） 聚 合 酶
（PARP） 抑 製 劑 」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

洪明奇校長回答外籍學生的提問

(PARP) inhibitors 在臨床的應用與發展導入演講主
題，他強調病患使用這類藥物治療後，存活率大幅提高，因此，他鼓勵在場的藥學系院老師
及研究生可以透過藥學的專業與研發能力，讓病患達到更高、甚至百分之百的存活率，況
且，秉持「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信念，在眾多的化學結構中，一定有機會找到下
一個可以促進醫療發展的藥物！
團隊合作力量大；洪校長還進一步說明他帶領研究團隊成功的案例，強調團隊合作的重
要，大家一起朝著病人可以達到更高存活率所需要的藥物去進行研發，例如 common nodeprotein kinase C delta (PKC delta) inhibitor, exisome secretion inhibitors 等新藥或 Metformin 等
老藥來發展。
洪校長認為，1+1 一定會大於二。因此，藥學院的師生們務必集結每個人的專長配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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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新藥物研發需求做努力，唯有如此，才有機
會讓中國醫大藥學院的團隊合作找到可以救命且
很有市場競爭力的藥物。洪校長期待大家在藥物
研發上有更多亮點與成就！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19/07/04 14:45:00

洪明奇校長與藥學院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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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啟蒙運動
洪明奇校長應邀科技部
「大眾科學教育專題講座」發表演講

科

技部 110 年春季「大眾科學教育專題系列講
座」於 5 日下午在國立科學博物館生命科

學廳重磅登場，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獲
邀擔任首場講座學者，他掌握社會關注的議題發
表「亂世出英雄 -- 從抗癌到抗新冠病毒」演講，
深入淺出地引領大眾窺探科學發現的趣味，同時
分享傑出研究成果十分精彩，吸引 300 多位市民
及青年學生踴躍聆聽，台上台下互動氣氛熱絡，

洪明奇校長分享抗癌到抗新冠病毒科學研
究成果豐富精彩。

大師開講的魅力果然不同凡響。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擔任科技部
110 年春季「大眾科學教育專題系列講座」首場講
座學者，國立科學博物館孫維新館長親自接待，
由東海大學生態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周文豪博
士擔任主持人，市民和青年學生參與踴躍爆場，
共同分享大師視野，對啟發大眾瞭解生醫新知具
積極意義，
洪明奇校長為世界級癌症基因科學家，研究

洪明奇校長、孫維新館長與周文豪博士等
貴賓合影。

生涯聚焦於受體酪氨酸激酶（RTK）訊息轉導與
癌症之關連，其中尤以 EGFR 和 HER-2/neu 之研究最廣為人知，對於癌症生物學進展和癌症
標靶治療的開發有所貢獻。
COVID-19 疫情不斷蔓延，造成重大的災難。洪校長更提出「抗癌抗冠皆精準」的理
念，希望將癌症精準治療經驗應用於對抗未來之新興感染症。在去年一月底，病毒衝擊尚未
明朗之際，即領軍組成中醫大新冠肺炎抗疫治療團隊，採購多種不同包含 FDA-approved 藥
物庫（總計數千藥物分子），一方面深入研究病毒及細胞的關鍵蛋白並建立高通量藥物篩選
系統，初步篩選出具潛力的小分子藥物（如單寧酸）；另一方面積極發展傳統中草藥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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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及細胞生物學，加速抗冠新藥開發。而 FDAapproved 藥物庫的篩選，就如同採收 low-hanging
fruit，可以快速應對疫情，成為即戰力，而無需等
待漫長的藥物開發時程，為台灣的抗疫盡一份力。
科研團隊更努力發展中醫藥分子機制化的分
子中醫學及中草藥精準化的精準藥物學，以制定
出中草藥的藥物驗證標準流程，提供給各國食品
藥物管理局作為開發標準。古中醫藥之君臣佐使，

洪明奇校長與會場聽眾互動熱絡。

即是今日雞尾酒聯合療法，不論是抗冠與抗癌皆
能達成精準醫學。正所謂「仙藥雲深不知處，抗
疫就在此山中」。團隊將為尋找治療新冠肺炎開
啟一線曙光，讓台灣在國際抗疫舞台發光發熱。
科技部「大眾科學教育專題系列講座」目的
為增進社會大眾對科學有更深入的瞭解，今年結
合東海大學國立科學博物館資源，共同規劃一系
列近周末的大眾科學教育專題演講，邀請不同科

洪明奇校長與在會場聆聽青年學子開心合
影。

學領域的傑出專家學者，深入淺出地引領大眾窺
探科學發現的趣味與甜苦，並融進入人文、倫理、藝術與社會關懷的對話，以期兼顧科學普
及與人文涵養的提升。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3/05 17:5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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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分享教學資源
本校與台中市八所高中學校簽約策略聯盟交流

中

國醫藥大學落實分享教學資源，於 6 月 24
日下午與台中市八所高中學校舉行策略聯

盟簽約；洪明奇校長致歡迎詞表示，大學與高中
雙方進行資源整合及分享教學資源，有助於提高
教學品質與學術文化交流，讓高中學生對於學習
產生興趣與動力，更加清楚知道自己未來的努力
方向，高中學校可輔導學生適性升學，進入適合
的大學科系，以期達到高中育才、大學選才的目

洪明奇校長與台中市八所高中校長簽署策
略聯盟簽約。

的。
台中市八所高中的校長都親自出席與中國醫
藥大學首次舉辦的策略聯盟簽約儀式，分別有：
文華高中校長何富財、台中一中校長陳木柱、台
中二中校長許耀文、台中女中校長洪幼齡、明道
中學校長汪大久、衛道中學校長陳秋敏、曉明女
中校長劉瑞瓊、興大附中校長陳勇延，以及各校
的教務與輔導主任數十人連袂出席，場面隆重熱

本校師長與結盟的高中校長合影。

絡。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首先歡迎台中市八所高中校長蒞臨簽約結盟，他興奮的
說；為了台灣教育和學生，未來我們都是一家人。對於大學端來說，提早接觸高中學生，使
其對大學產生認識與了解，理解各大學不同科系間學習內容的差異，學校更可輔導學生適性
升學，進入適合的大學科系；而高中端可藉由大學端的各項資源，協助學生能夠在高中階段
多元探索，使學生對於學習產生興趣與動力，進而能夠找到未來相關大學志願與個人志趣，
更加清楚知道自己未來的努力方向。
洪明奇校長說，中國醫藥大學已經是研究型的大學，同時與國際名校及世界級機構接
軌，培育新一代的菁英人才。未來在發展尖端醫療研究、解決重大醫學難題方面，以及探究
「無法治療疾病」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舉例來說，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爆發引起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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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緊急公衛事件，中國醫藥大學科研團隊把握此
機會發展新型治療的藥物或是疫苗，期待要提前
一天完成，便能拯救成千上萬的病患！對社會有
貢獻，讓「人民有感」來實踐研究型大學的社會
責任。
中國醫藥大學教務處黃恆立教務長並在簽約
儀式做簡報與交流，隨後台中市八所高中校長與
各校的教務及輔導主任轉往本校典藏豐富的立夫

參觀本校典藏豐富的立夫中醫藥博物館。

中醫藥博物館，以及醫學系參觀 3D 虛擬人體解
剖平台，由醫學系蔡孟宏副主任解說，讓參觀師長都興緻盎然，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國醫藥大學與高中學校策略聯盟之交流與合作項目有：
一、學術交流：共同舉辦研習會、專題演講等活動。本校安排到高中學校，為同學進行
科普教育、通識 / 人文、學群進路等專題演講或講座，並協助高中加深加廣課程，
擴增同學視野。
二、課程交流：提供雙方教師課程與教學相關問題諮詢服務，有效整合教學資源。本校
於暑假期間開設線上課程，得提供給高中同學選修，同學成績及格者，入學本校學
校後可辦理抵免學分。
三、設備支援：教學設備、圖書資訊與實驗設備，經由雙方協商同意，得協助高中於課
程中使用。因應高中科研人才的培育，經高中推薦，本校得開放各系所實驗室及設
備，讓高中同學進到實驗室參與研究活動，培養科學研究興趣。
四、學生活動：本校舉辦社團活動、藝文講座、學藝活動或體育競賽等，得優先提供高
中學生參加名額。
五、升學活動：高中舉辦升學博覽會、大學校系說明會等活動，得優先通知本校參加，
並協助張貼升學海報及發放校系簡介刊物；本校得安排老師到高中學校作校系介
紹，協助同學進行生涯規劃。本校得邀請高中學生參觀學系教學設備及實驗室，了
解學系教學特色與畢業職涯發展。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6/24 17: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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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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開啟高中學生對於科學研究之興趣，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陸續前往各高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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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女中是中國醫藥大學高教深耕計畫的策略聯盟高中之一，洪明奇校長在陳悅生主任
秘書、江秀梅副教務長等陪同前往台中女中以「亂世出英雄 -- 從抗癌到抗新冠病毒」為題發
表演講，受到洪幼齡校長、陳鈺玟教務主任親切接待，有近百名同學前往聆聽，獲益匪淺。
洪明奇校長是世界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為讓高中學生理解生物醫學研究的奧秘洪校長
以深入淺出、幽默風趣的方式分享自己從事科學研究樂趣；他以三國演義的歷史借鏡帶領學
生思考 2020 年開始新冠疫情肆虐，如同現代亂世，在此亂世中誰是英雄？洪校長認為，不
僅防疫指揮中心是英雄，在座各位學生以及台灣 2300 萬國人落實防疫皆是英雄。
洪明奇校長秉持“癌不再是癌”信念，致力開發新穎癌症治療技術讓精準醫療逐步落
實，並將新穎的癌症治療技術從國外引進國內，他期待未來以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區為核心
深耕台中，在台中培育出更多優秀科學研究人才。洪明奇校長引用李白《將進酒》詩：「天
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鼓勵同學「志向必高方有成」！
「病毒試驗是否會有安全疑慮？」洪明奇校長在回覆學生提問時，以中研院 P3 實驗室
事件說明實際上並非所有實驗皆有危險性，一般實驗室並非使用活的病毒做實驗，同時有安
全防護措施，為探索生物醫學研究的奧秘，必須對科學研究抱有興趣及熱誠。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12/23 17:11:20

洪明奇校長、台中女中洪幼齡校長和
會場同學合影

洪明奇校長與學生分享科學研究
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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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大手牽小手
洪明奇校長受邀明道中學演講，
增進高中生對科學研究的了解和興趣
「

科

技發展一日千里，許多不治之症都可完
全治癒，人就可以不死嗎？」這是高中

生對生命科學的探索，的確引人興趣。
世界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洪明奇院士釋疑，
人由無數細胞組成，細胞壽命是有限的，而衰老
為細胞具有的遺傳性，多量細胞發生老化時，人
也就自然跟著衰老，積累到後來就會使細胞正常
功能受損危及生命體。
為增進高中生對科學研究的了解和興趣，

洪明奇校長與明道中學校長汪大久互贈紀
念品。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風塵僕僕陸續前往
高教育深耕計畫的策略聯盟高中做巡迴演講，11
月 5 日下午，洪校長在陳悅生主任秘書、黃恆立
教務長等陪同前往明道中學弘道大樓明志廳以以
「亂世出英雄—從抗癌到抗新冠病毒」為題發
表演講，受到校長汪大久、副校長兼任教務主任
陳炤華、高中部主任徐文濤及科學教委員會執行
長陳沛鴻博士等師長熱情接待，大師開講魅力十

洪明奇校長與明道中學校長汪大久互贈紀
念品。

足，讓 300 多位聆聽學生興趣盎然、掌聲頻傳，
會場氣氛熱鬧滾滾。
洪明奇校長演講以深入淺出、幽默風趣的方
式，分享從事生物醫學研究的奧秘與樂趣，他舉
例新冠病毒 COVID-19 疫情肆虐全球，在此緊急
公衛事件時刻，中國醫藥大學科研團隊把握此機
會發展新型治療的藥物或是疫苗，在解決重大醫
學難題上，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讓「人民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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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奇校長、陳悅生主任秘書與明道中學
校長汪大久等主管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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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實踐研究型大學的社會責任。
洪明奇校長回顧三國演義故事描述三國亂
世，曹操《蒿里行》記述，白骨露於野，千里無
雞鳴；說明戰時人民生活的困境，但是對於英雄
好漢來說，卻是頭角崢嶸的時代。
洪明奇校長表示，台灣十大死因，癌症都是
居首，從美國的統計數據來看，在過去 40 年癌
症 5 年相對存活率，從 50% 的存活率變 70%，而

洪明奇校長受邀明道中學演講

現代醫療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以現今癌症研究的
發展，未來要再提高 20% 存活率，不再需要花 40
年的時間。
洪明奇校長長期投入乳癌抑控基因研究表現
出類拔萃，秉持“癌不再是癌”信念，致力開發
新穎癌症治療技術讓精準醫療逐步落實，讓世人
不再那麼恐懼癌症，帶給癌症患者可被治癒的希
望，對人類的健康促進與癌症治療有卓越貢獻。

洪明奇校長與明道中學同學開心合影。

在講座提問時間，同學們紛紛舉手發問「如
果有一天，醫學科技發展都能治癒不治之症，那人就可以不死嗎？……洪明奇校長都以耐心
與親切回覆，台上台下互動熱絡。
洪明奇校長鼓勵高中同學繼續進修充實自己，更加清楚知道未來的努力方向，讓自己生
命更有意義。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11/15 16: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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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分享教學資源
校長洪明奇院士受邀文華高中家長會專題講座

為

讓高中家長提早接觸大學端的各項教學資
源，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受邀台

中文華高中家長會發表專題講座，大師開講魅力
十足，吸引 200 多位學生家長聆聽分享其學術成
就，與中國醫藥大學飛躍進步現況。
台中市文華高中是中國醫藥大學高教深耕計
畫的策略聯盟高中之一，該校家長會於七日晚邀
請洪明奇校長以「亂世出英雄 -- 從抗癌到抗新冠
病毒」為題發表演講，洪校長以深入淺出、幽默

洪明奇校長演講會場熱絡。

風趣的方式，分享從事生物醫學研究的奧秘與樂
趣；何富財校長、家長會長李靜怡、教務主任張
仲凱等主管親切接待，冷冷寒夜，200 多位學生
家長熱情不減，台上台下互動熱絡。
洪明奇校長說，中國醫藥大學已經是研究型
的大學，同時與國際名校及世界級機構接軌，培
育新一代的菁英人才，生技領域研究資源豐沛，
在發展尖端醫療研究、解決重大醫學難題方面，
以及探究「無法治療疾病」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李靜怡家長會長致贈感謝狀給洪明奇校長、
左為何富財校長。

世界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洪明奇院士舉例
說，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爆發引起全球性緊
急公衛事件，中國醫藥大學科研團隊把握此機會
發展新型治療的藥物或是疫苗，期待能提前完成，
便能拯救成千上萬的病患！對社會有貢獻，讓「人
民有感」來實踐研究型大學的社會責任。
洪明奇校長接著介紹中國醫藥大學相關教學
資源及優秀學生獎勵措施，讓高中學校可輔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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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奇校長與家長討論學生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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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適性升學，進入適合的大學科系，以期達到高中育才、大學選才的目的；尤其讓高中生對
嚮往的大學多元探索產生興趣與動力，洪明奇校長殷切期望家長培養子弟有一個科學夢，更
加清楚知道自己未來的努力方向，讓自己生命更有意義。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01/11 1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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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向必高方有成
洪明奇校長受邀台中一中演講
激發學生對醫學領域之學習興趣

為

培養高中學生有一個科學夢，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
奇院士 11 日下午受邀到臺中第一高級中學做專題演

講，分享他從事生物醫學研究的奧秘與樂趣，鼓勵青年學
子找到自己喜歡又有興趣的領域，「志向必高方有成」，
洪校長親切風趣的感染力，讓 300 多位聆聽學生興趣盎然、
掌聲頻傳，會場氣氛熱鬧滾滾。
洪明奇校長是世界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他是第一次
受邀到高中學校發表演講，台中一中是中國醫藥大學高教育
深耕計畫的策略聯盟高中之一，11 日下午，洪校長在陳悅
生主任秘書、黃恆立教務長、江秀梅副教務長等陪同前往台
中一中科學館演講廳以「亂世出英雄 -- 從抗癌到抗新冠病
毒」為題發表演講，受到一中校長林隆諺、教務主任彭佳偉

洪明奇校長受邀到臺中一中發表
專題演講。

親切接待，吸引近三百名高中生前往聆聽，獲益匪淺。
洪校長以深入淺出、幽默風趣的方式，分享從事生物
醫學研究的奧秘與樂趣，他舉例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 或稱 COVID-19）疫情，全球

會場聆聽學生踴躍且興趣盎然。

台中一中校長林隆諺感謝洪明奇校長蒞校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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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例高達 2820 萬，死亡 91 萬人，在此緊急公衛事件時刻，發展尖端醫療研究、解決重大
醫學難題上，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洪明奇校長從三國演義的故事帶入演講主題，三國亂世，曹操《蒿里行》記述，白骨露
於野，千里無雞鳴；說明戰時人民生活的困境，但是對於英雄好漢來說，卻是頭角崢嶸的時
代。
洪明奇校長表示，臺灣十大死因，癌症都是居首，從美國的統計數據來看，在過去 40
年癌症 5 年相對存活率，從 50% 的存活率變 70%，而現代醫療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以現今
癌症研究的發展，未來要再提高 20% 存活率，不再需要花 40 年的時間。
俗話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因此，洪校長鼓勵台中一中學生投入生物醫學
研究，找到新穎療法，為病患帶來新的希望，也讓自己生命更有意義。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9/11 18:19:00

417

重要研究成果選輯 2019-2022

德國醫學博士眼中的中醫與太極
本校為高中生舉辦「醫學生涯探索講座」登場

中

國醫藥大學為高中生舉辦的「醫學生涯探
索講座」第一場在曉明女中登場，邀請德

國醫學博士馬培德中醫師分享研習中醫與太極健
身的心得經驗，他以深入淺出、幽默風趣的方式
介紹中醫的基本概念與知識，並示範太極八段錦
運動，讓現場聆聽師生興緻盎然獲益匪淺。
「提早發現自己的興趣與志向是重要的事；」
馬培德中醫師告訴曉明女中的同學，他十二歲開

中醫學系助理教授馬德培。

始接觸中國武術，愛上中華文化，某次在新加坡
比賽時，看見中醫針灸治療後大感興趣，便立下
了學習中醫的志向。
要學中醫，中文能力是必備條件；馬培德中
醫師於是在 1998 年來台學中文，2007 年，他在
德國完成醫學博士學位，但心中依然思念著台灣，
也想好好研讀中醫，再度前來台灣在中國醫藥大
學就讀研究所及學士後中醫學系，拿到台灣中醫

曉明女中學生與馬培德老師交流互動熱絡。

師資格，已定居台灣十二年。
馬培德博士在演講過程，以深入淺出、幽默風趣的方式介紹中醫的基本概念與知識，讓
台下同學與老師們都聽的津津有味，還不時爆出女孩們矜持的笑聲；隨後，馬培德博士更以
太極八段錦讓大家學習以簡單的肢體運動來養生，在場師生都站起來跟著馬培德博士一起練
習八段錦，馬醫師示範與練習過程中，配合誇張又風趣的肢體動作來解說，更引起大家對中
醫與太極的興趣，笑聲不斷。
中國醫藥大學秉持「教育深耕，在地關懷」精神，透過「善盡社會責任－協助高中生探
索未來生涯」計畫來配合高中端的需求，透過學系講座、參訪、實作，與高中生分享醫學大
學之學習與職涯，希望能夠幫助高中生解惑、了解自己、追求夢想！
本校第一場與高中端合作之醫學生涯探索講座於 5 月 28 日在台中私立曉明女中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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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廳開講，邀請德國醫學博士馬培德中醫師
以「德國醫學博士眼中的中醫與太極」為題介紹
中醫與太極養生；未來將繼續與各高中結合其課
程，分享醫學大學之學習與職涯，以期幫助台灣
高中生學習探索興趣和認識自己，為未來生涯做
最好的選擇。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6/09 13:23:00
學生跟著馬培德老師一起學習太極。

馬德培老師與曉明女中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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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舉辦︽

台灣國際創新生物醫學峰會︾
2021

重要研究成果選輯 2019-2022

2021

讓台灣生物醫學的研究成果能被世界所看見
《2021 台灣國際創新生物醫學峰會》在本校舉行

《

2021 台灣國際創新生物醫學峰會》將於 11 月 19-21
日在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三天，邀

請到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等十七位國內外癌症領域的頂尖學
者發表專題演講，對具前瞻性的生物醫學議題進行最新研
究成果的分享與交流，會場還展出全台各生醫相關領域研
究單位及大專院校優秀的碩博士班學生及博士後學者投稿
壁報論文摘要，讓台灣生物醫學的研究成果能被世界所看
見，預期將有 600 人參加盛會，精彩可期。
由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創辦的《2021 台灣國
際創新生物醫學峰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Biomedical Sciences, Taiwan， 邀 請 到 國 內 外 癌 症 領 域 的
頂尖學者，包括 10 位美國科學院院士，其中 Drs William

《2021 台灣國際創新生物醫學
峰會》海報

Kaelin，Randy Schekman 為諾貝爾獎得主，前副總統陳建
仁（Chien-Jen Chen） 院 士，Tony Hunter（ 唐 獎 得 主 ），Lewis Cantley，Irving Weissman，
Zhijian James Chen，Dinshaw Patel， 2021 威爾許化學獎得主 Chi-Huey Wong（翁啟惠），
Ron DePinho；國際癌症頂尖學者有 Zhimin (James) Lu，Xiang-Dong Fu，Dihua Yu，Wenyi
Wei，Nagahiro Minato（ 日 本 京 都 大 學 校 長 ）； 國 內 重 量 級 學 者 陳 建 仁 院 士（Chien-Jen
Chen），Chi-Huey Wong（ 翁 啟 惠 ） 院 士， 楊 泮 池 院 士（Pan-Chyr Yang）， 洪 明 奇 院 士
（Mien-Chie Hung）；演題涵蓋了當前國內外最重要也最具前瞻性的生物醫學議題：包括
癌症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and Cancer）、癌症代謝（Cancer Metabolism）、幹細胞
（Stem Cells）、癌症免疫（Cancer Immunology）、創新技術與轉譯（Novel technology and
translational innovation）、新穎癌症治療（Innovative Cancer Therapy）等六大主要議題。
近年來台灣的生物醫學研究成果，不論在質與量上都有空前的進步。然而，在生物醫學
各領域之間的研究，存在著許多的關聯與互需性，且各領域間研究的藩籬正快速地消退，各
領域間的互動與結合日益迫切。
因此，此次大型國際研討會在促進彼此合作的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中國醫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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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邀請到十幾位美國、日本和台灣院士級的頂尖專家學者與會討論與交流，並以癌症醫學為
中心主軸，串聯生物醫學各領域連結成一個密切相關的生物醫學科學網，共同探討癌症的難
題，為人類的健康謀最大的福祉。另外，邀請台灣近期俱優秀表現的學者作研究亮點分享，
希望展現台灣的研究實力，讓台灣在生命科學的成果也能被世界所看見。
中國醫藥大學領導團隊，計畫將此國際研討會每年都在台中水湳校區舉辦，以促進台灣
在生醫及生科領域的國際地位。
具體來說，本校舉辦此次國際研討會之目的有四：
1. 促進本國生物醫學學者與國際相關領域的學術交流與合作。
2. 鼓勵年輕研究生與博士後積極參與國際性學術活動並向大師級學者專家面對面學習，
並將研究成果進行投稿。
3. 讓大師與年輕學者、研究生對談，媒合國際合作與赴美進修的機會。
4. 增進台灣生物醫學在世界舞台上的能見度及為生物醫學研究提供國際合作共同發展的
多贏機會。
洪明奇校長表示，此次國際討會之規模與參與層級，相信將會對台灣的生命科學界造成
轟動，期能引領未來的生物醫學、疾病研究及藥物發展合作，不僅將台灣的生科領域地位朝
向更高之境推進，進而達臻具體效益如下：
一、加強基礎科學與生物醫學之間的連結，增進國內基礎科學研究對於生物醫學的重視
與參與。
二、促進國內外生物醫學交流並促進彼此的合作，並活絡各生物醫學研究社群之互動關
係，讓國內年輕學者與國際及院士級專家面對面溝通請益，促進國內生物醫學研究
之跨領域發展並建立國內外研究人員之交流聯繫平台。
三、以參與及舉辦國際研討會的型式增加國際重量級研究人士對台灣更深層更正確的認
知與認同。
四、利用學術交流的方式，激盪與開發臨床醫學與基礎研究的應用潛能，並透過壁報論
文之競賽，吸引優秀之碩博士班人才接續學習並更積極投入各類生物醫學研究。
五、藉由本次舉辦之國際研討會，將可大幅提昇我國生物醫學研究在國際研究圈的地
位，將台灣創新生物醫學研究與技術推向國際舞台。
六、將科學研究之新知向下扎根，使高中生提早接觸生物醫學及全球生態知識，發掘未
來潛在的研究人才。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11/09 11: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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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級科學家菁英薈萃
《2021 台灣國際創新生物醫學峰會》在本校舉行

《

2021 台灣國際創新生物醫學峰會》11 月 19 日上午在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區國際會議
廳舉行開幕式，全程以英文進行，前副總統陳建仁院士透過視訊致賀並發表演講，美

國哈佛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 William G.Kaelin 等 16 位國內外癌症領域的頂尖學者擔任大會主
題演講嘉賓，蔡長海董事長誠摰歡迎國內外癌症領域的頂尖學者蒞會，促進台灣國際合作和
生物醫學科學發展；洪明奇校長期待透過舉辦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提昇我國生物醫學研究
在國際研究圈的地位，將台灣創新生物醫學研究與技術推向國際舞台。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身體系董事長蔡長海博士致詞表示，《2021 台灣國際創新生物醫
學峰會》為學生和青年科學家提供了一個吸收新知識、跟上世界步伐、勇於創新和創造的絕
佳機會，正如我一直鼓勵學生掌握世界潮流，成為全球領導者。
近年來，中國醫藥大學和附設醫院大力推進基礎科研和轉譯醫學的研究，以發展針對人
類最大敵人癌症的精準創新療法。為此，我們一直在全球範圍內招募頂尖研究人員 / 醫生，
與國內外機構合作，並舉辦 ICABS 及其類似的國際會議。
蔡長海董事長衷心感謝所有國際國內專家對此次有意義的盛會的付出，由於 COVID-19
大流行，國際演講者無法親自出席會議，透過視訊參加大會，期待日後有機會來台灣分享研
究經驗與交流。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致詞表示，近年來台灣的生物醫學研究成果，不論在質與
量上都有空前的進步。然而，在生物醫學各領域之間的研究，存在著許多的關聯與互需性，
且各領域間研究的藩籬正快速地消退，各領域間的互動與結合日益迫切。
為此，中國醫藥大學舉辦此次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促進彼此合作的過程中扮演很重要
的角色，邀請到十幾位美國、日本和台灣院士級的頂尖專家學者與會討論與交流，並以癌症
醫學為中心主軸，串聯生物醫學各領域連結成一個密切相關的生物醫學科學網，共同探討癌
症的難題，為人類的健康謀最大的福祉。另外，邀請台灣近期俱優秀表現的學者作研究亮點
分享，希望展現台灣的研究實力，讓台灣在生命科學的成果也能被世界所看見。
洪明奇校長說，中國醫藥大學將此國際研討會每年都在台中水湳校區舉辦，以促進台灣
在生醫及生科領域的國際地位。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博士致詞表示，亞大研究團隊利用人工智能、AI 機器學習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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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數據科學，推動癌症相關研
究，以提高生存率和創新的癌症
療法；同時利用大數據評估慢性
病患者的心血管風險腎臟疾病，
這些研究和眾多成功案例，幫助
解決現實世界中的問題，改善健
康生活，並促進所有人的福祉。
前副總統陳建仁院士在肝炎
防治的公衞研究上的貢獻著越，
他在專題演講總結臺灣肝炎研究，
闡述對於肝炎防治及肝癌的預防
有重要意義。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的 William G.

蔡長海董事長歡迎國內外頂
尖學者蒞會，促進台灣國際
合作和生物醫學科學發展

洪明奇校長期待峰會展現台灣
的研究實力，讓台灣在生命科
學的成果也能被世界所看見

Kaelin 教授是 2019 年諾貝爾生理
醫學獎得主，他透過視訊講述癌細胞在缺氧環境下成為更為惡性的機轉及抗癌藥物研發，目
前其已開發出一款臨床新藥，由美國藥物食品檢驗局核准。
由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校 長 洪 明 奇 院 士 創 辦 的《2021 台 灣 國 際 創 新 生 物 醫 學 峰 會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Biomedical Sciences, Taiwan， 於 11 月 19-21 日 在 中 國
醫藥大學水湳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三天，邀請到國內外癌症領域的頂尖學者，包括 17 位美
國科學院院士，其中 Drs William Kaelin，Randy Schekman 為諾貝爾獎得主，前副總統陳建
仁（Chien-Jen Chen） 院 士，Tony Hunter（ 唐 獎 得 主 ），Lewis Cantley，Irving Weissman，
Zhijian James Chen，Dinshaw Patel，2021 威爾許化學獎得主 Chi-Huey Wong（翁啟惠），
Ron DePinho；國際癌症頂尖學者有 Zhimin (James) Lu，Xiang-Dong Fu，Dihua Yu，Wenyi
Wei，Nagahiro Minato（ 日 本 京 都 大 學 校 長 ）； 國 內 重 量 級 學 者 陳 建 仁 院 士（Chien-Jen
Chen），Chi-Huey Wong（ 翁 啟 惠 ） 院 士， 楊 泮 池 院 士（Pan-Chyr Yang）， 洪 明 奇 院 士
（Mien-Chie Hung）；演題涵蓋了當前國內外最重要也最具前瞻性的生物醫學議題：包括
癌症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and Cancer）、癌症代謝（Cancer Metabolism）、幹細胞
（Stem Cells）、癌症免疫（Cancer Immunology）、創新技術與轉譯（Novel technology and
translational innovation）、新穎癌症治療（Innovative Cancer Therapy）等六大主要議題進行
最新研究成果的分享與交流。
在醫學峰會會場還展出全台各生醫相關領域研究單位及大專院校優秀的碩博士班學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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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後學者投稿壁報論文摘要，讓台灣生物醫學的研究成果能被
世界所看見，吸引 600 餘人參與盛會。
蔡長海董事長致詞全文如下：
Good evening Dr. Kaelin and Dr. Schekme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from US.
中研院吳成文院士發表演講

Academician Whang-Peng, Academician Wu, Academician Yu
( 彭汪嘉康 , 吳成文 , 陳鈴津院士 ) President Hung, President Tsai,
Superintendent Cho……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scientists from
Taiwan,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from CMU health care system, Good
Morning!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welcoming you to attend the first
ICAB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Biomedical Sciences)
conference in CMU Shuinan new campus. This is the ﬁrst international

中研院副院長劉扶東發表
演講

conference in this campus since we moved here a year ago. Thanks
to President Hung’s vision in creating this ICABS, which will occur
every year. This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s full support from
the CMU Board of Trustees, and I look forward to its impact on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in
Taiwan.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nd hospitals stride to promote both
fundamental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ecise and innovative therapy against cancer, which is human’s

亞洲大學蔡進發校長發表
演講

biggest enemy. To do so, we have been recruiting top researchers/
physicians worldwide, collaborating wi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such as ICABS.
This conference provides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and young scientists to absorb new knowledge,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world, and to be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As I always encourag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trends of the world and become the global

Dr. Bill Kaelin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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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吳恒祥助理教授 發表癌症訊
息傳遞演講

前副總統陳建仁院士視訊發表癌 唐獎得主 Tony Hunter 視訊發表
症病毒精準醫學演講
癌症訊息傳遞演講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all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xperts for your commitment to this
meaningful event. It is a pity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international speakers could not attend the conference in
person. But I believe there will be many other opportunities for
you to visit Taiwan. I wish the great success of the conference.
Thank you!!

國 際 癌 症 頂 尖 學 者 Zhimin
(James) Lu 發表癌症代謝演講

洪明奇校長致詞全文如下：
Chairman Tsai, all my friends, academicians from
Academia Sinica, and our keynote speakers my dear friends,
Dr. Bill Kaelin and Dr. Randy Schekmen on line, 林昭庚董事 ,
黃冠棠董事 , 鄭隆賓執行長 , Asia Univ. President, Tsai, and
All Vice Presidents of CMU, and, our hospital, Superintendent

袁維謙博士發表幹細胞演講

國內重量級學者楊泮池院士發表
癌症代謝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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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生物學與再生醫學專家
Irving Weissman 發表幹細胞演講

國際癌症頂尖學者 Xiang-Dong
Fu 發表幹細胞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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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彥良博士發表癌症代謝演講

諾貝爾獎得主 William G. Kaelin, Jr. 視訊發表演講

周 , also my Colleagues and Friends from all over
Taiwan ,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and good afternoon (Randy) or good Evening (Bill):
On behalf of Organizing Committee, I am
extremely pleased to welcome all of you to attend
the inaugur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Biomedical Sciences (ICABS) to be held at the new
Shuei Nan campus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in

洪明奇校長與貴賓合影。

Taichung. Welcome!
This inaugural conference aims to serve as a
bridge between international experts and domestic
talents in Taiwan to promote biomedical sciences
in Taiwan and also contribute to the world. We plan
to make this conference an annual event and attract
participants from worldwide. In fact, the ICABS 2022
is under preparation. 在座的國內的專家學者老師以

《2021 台灣國際創新生物醫學峰會》與會
來賓合影

及學生，這個國際創新生物醫學會議以後每年在
水湳都會舉行一次，所以記得明天繼續來參加。
As you can see from the agenda, We have invited myriad international renowned speakers
from the world and Taiwan to inaugurate the 2021 ICABS conference. Our speakers include Nobel
Laureates, Members of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cademicians of Academia Sinica, and
prominent speakers from US, Japan and China in addition to Taiwan. Besides keynote speeches,
the conference has 6 sessions focusing on current trends in biomedical sciences, espe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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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r biology such as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Cancer, Cancer Metabolism, Stem Cell, Cancer
Immunology, Novel Technology and Translational Innovation, and Innovative Cancer Therapy. It
is worthwhile to mention that each session will be moderated by a highly well-respected scientist
from Taiwan. The original plan was to have concurrent Meet-the-Expert luncheons with all invited
speakers to give opportunity of local scientists including graduate students and postdoc fellows to
meet with world experts face-to-face. Due to Covid-19 pandemic, our international speakers cannot
join in person so, we cannot run the meet-the-expert luncheons program this year. However, luckily,
all our speakers agree to join either on line or in person. I greatly appreciate all the speakers’ efforts
to make this conference possible. There are almost 500 people registered to join this conference
up to yesterday, mainly from Taiwan. Since we just moved into this new campus about one year
ago, we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invite local scientists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visit our new campus. So we do not really open for
on line participation for local people, except for the international
speakers. We certainly wish to make this annual ICABS
conference become an annu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in Taiwan.
In the future, we will make sure running the meet-the -expert
program to allow world experts meeting with their fans! And may
also consider to open for on line participations.

《2021 台灣國際創新生物醫學峰會》演講盛況

會場展示國內生醫相關領域
研究單位和碩博士投稿壁報
論文摘要引人駐足

《2021 台灣國際創新生物醫
學峰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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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ly, I would lik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for the generous support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irman Tsai and the entire Board of Trustee of China Med University,
colleagues from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nd Health Care System and also our Sister University,
Asia university. I also like to thanks our friends, Academicians of Academia Sinica , experts in
Taiwan, the organization committee for the 1.5 years planning and our staffs for all the logistic
supports. Or course, importantly, all participants in the audience. With your support, trust we will
have a successful conference these two days. I a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Randy and Bill, Sorry, you cannot join in person this time, but we certainly appreciate your
participating this opening ceremony and welcome you to visit us whenever you can. Randy, I will
probably see you again soon through on line in the Tang Prize committee. And Bill, hope to see you
in the Breast Cancer Research Foundation (BCRF) with Larry Norton in NYC next Oct. Btw, would
you like to say “Hi” to the audience? Or say a few words to your fans!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11/19 14: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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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得主 Randy Schekman 癌症研究有重大進展
本校舉辦首屆《2021 台灣國際創新生物醫學峰會》盛況熱絡

癌

症診斷與治療有重大進展！諾貝爾獎得主 Randy
Schekman 於 20 日 上 午 受 邀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舉 辦

《2021 台灣國際創新生物醫學峰會》以視訊發表演講時
透露，其實驗室最新的研究發現，蛋白質在細胞內運送
的過程以及機轉，對於癌症疾病的診斷與治療有非常大
的潛力。
2013 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Randy Schekman 教授以
「探討正常及神經退化性疾病膜囊泡的傳遞機制」為題，
獲邀在《2021 台灣國際創新生物醫學峰會》特別演講時
闡述，其實驗室最新的研究，發現蛋白質在細胞內運送
的過程以及機轉，可發展以細胞外泌體運送基因編輯蛋
白體到癌症細的技術，對於疾病的診斷與治療有非常大
的潛力，獲得與會 400 多位國內學者的熱情掌聲。

洪 明 奇 校 長 擔 任《2021 台 灣 國 際
創新生物醫學峰會》座長

中國醫藥大學舉辦的首屆《2021 台灣國際創新生
物醫學峰會》20 日進行第二天的「癌症免疫學」主題
議程，由洪明奇校長、陳培哲院士擔任座長，邀請國
內外癌症領域的頂尖學者擔任演講嘉賓，除諾貝爾獎
得主 Randy Schekman 之外，有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
的 Zhijian James Chen 教 授 演 講「 加 速 對 cGAS 的 免 疫
反應」、日本京都大學校長 Nagahiro Minato 演講「癌症
免疫的癌症微環境」及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
Dihua Yu 教授演講「抗腫瘤免疫及癌症免疫治療反應的

《2021 台灣國際創新生物醫學峰
會》邀請國內外頂尖學者發表專題
演講，對具前瞻性的生物醫學議題
進行最新研究成果的分享與交流。

新見解」，他們以越洋視訊方式分享最新研究成果，讓
國內學者及碩博士班學子踴躍提問獲益匪淺，台上台下互動熱絡。
由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校 長 洪 明 奇 院 士 創 辦 的《2021 台 灣 國 際 創 新 生 物 醫 學 峰 會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Biomedical Sciences, Taiwan，於 11 月 19-21 日在中國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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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京 都 大 學 校 長 Nagahiro
Minato 參加《2021 台灣國際創
新生物醫學峰會》視訊演講

2021 威爾許化學獎得主—翁啟
惠院士視訊發表創新技術與轉譯
演講

王陸海副校長主持「新穎癌症治
療」議題

大學水湳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三天，邀請到國內外癌症領域
的頂尖學者，包括 17 位美國科學院院士，其中 Drs William
Kaelin，Randy Schekman 為諾貝爾獎得主，前副總統陳建
仁（Chien-Jen Chen） 院 士，Tony Hunter（ 唐 獎 得 主 ），
Lewis Cantley，Irving Weissman，Zhijian James Chen，
陳培哲院士

Dinshaw Patel，2021 威爾許化學獎得主 Chi-Huey Wong（翁
啟惠），Ron DePinho；國際癌症頂尖學者有 Zhimin (James)
Lu，Xiang-Dong Fu，Dihua Yu，Wenyi Wei，Nagahiro
Minato（日本京都大學校長）；國內重量級學者陳建仁院
士（Chien-Jen Chen），Chi-Huey Wong（翁啟惠）院士，
楊 泮 池 院 士（Pan-Chyr Yang）， 洪 明 奇 院 士（Mien-Chie
Hung）；演題涵蓋了當前國內外最重要也最具前瞻性的
生 物 醫 學 議 題： 包 括 癌 症 訊 息 傳 遞（Signal Transduction
and Cancer）、 癌 症 代 謝（Cancer Metabolism）、 幹 細 胞

Dinshaw J. Patel

德 州 大 學 西 南 醫 學 中 心 的 Zhijian
James Chen 教授參加《2021 台灣
國際創新生物醫學峰會》視訊演講

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
Dihua Yu 教授參加《2021 台灣國
際創新生物醫學峰會》視訊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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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得主 Randy Schekman
癌症研究有重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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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奇校長發表演講，希望展現
台灣的研究實力，讓台灣在生命
科學的成果也能被世界所看見。

美 國 研 究 科 學 家 Ronald A.
DePinho 視訊發表新穎癌症治
療演講

國立清華大學陳韻晶教授發表創
新技術與轉譯演講

國立臺灣大學蔡丰喬博士發表新
穎癌症治療演講

國際癌症頂尖學者 Wenyi Wei 視
訊發表新穎癌症治療演講

臺大醫院 Hsing-Chen Tsai 博士
發表創新技術與轉譯發表演講

（Stem Cells）、癌症免疫（Cancer Immunology）、創新技術與轉譯（Novel technology and
translational innovation）、新穎癌症治療（Innovative Cancer Therapy）等六大主要議題，進
行最新研究成果的分享與交流。
今年生物醫峰會會場還展出全台各生醫相關領域研究單位及大專院校優秀的碩博士班學
生及博士後學者投稿壁報論文摘要，讓台灣生物醫學的研究成果能被世界所看見，吸引 600
人參與盛況熱絡。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1/11/20 15:15:46

蔡長海董事長、洪明奇校長與貴
賓合影。

洪明奇校長與參加《2021 台灣國
際創新生物醫學峰會》國內外學
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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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奇校長、王陸海副校長、林
昭庚講座教授與壁報論文得獎者
合影

本校舉辦新冠肺炎﹁全方位

防疫線上論壇︵二︶﹂
AI ×

本校舉辦新冠肺炎「全方位 AI × 防疫線上論壇（二）」 附 錄

2020

科技創新與彼此關懷是戰勝傳染病的妙方
本校舉辦新冠肺炎「全方位 AI × 防疫線上論壇（二）」
場面熱絡

新

冠 肺 炎（COVID-19） 疫 情 蔓 延 全 球， 台 灣 抗 疫 有
成；前副總統陳建仁院士 20 日上午在中國醫藥大學

舉辦的新冠肺炎「全方位 AI × 防疫線上論壇（二）」發
表演講時指出，台灣順利渡過疫情的關鍵在於「審慎以對、
迅速應變、超前部署」以及高素質的國民共同配合落實防
疫措施。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董事長蔡長海博士致詞
時表示，台灣有世界一流的醫療水準和現代科技，同時建
立一個創新完整的生態鏈，未來進軍國際，相信台灣一定
能在世界發光發亮。
國際知名的肝炎研究學者、前副總統陳建仁院士獲邀

蔡長海董事期許台灣在抗疫過程
建立一個創新完整的生態鏈

以「AI 在台灣防治 COVID-19 的應用」為題發表演講時表
示，台灣因應此次 COVID-19 侵襲的整備相當週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的表現可圈
可點，防疫有成的關鍵在於「審慎以對、迅速應變、超前部署」，同時在防疫科技研發方
面，諸如胸部 X 光自動檢測系統、人工智慧開發的社交距離 APP 等表現亮眼。
世界安寧基於人人健康；陳建仁院士以宏觀視野提醒說，科技創新與彼此關懷是戰勝傳
染病的妙方。對於每一個人，特別是弱勢的健康
照顧，可以促進全民均健，保障世界的安寧，世
界大同的彼此相愛，互助合作，才能戰勝瘟疫。
蔡長海董事長致詞時歡迎前副總統陳建仁
院士、科技部謝達斌政務次長以及各位貴賓蒞
臨「全方位 AI × 防疫線上論壇（二）」，希
望透過大家的討論，為防疫、醫療、健康照護
等相關領域帶來新價值，也為台灣建立一個創
新完整的生態鏈。
蔡長海董事長表示，目前，國內疫情雖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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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 AI × 防疫線上論壇（二）」在中國
醫藥大學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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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奇校長專題演講
「抗冠抗癌皆精準」。

陳建仁院士專題演講「AI
在 台 灣 防 治 COVID-19
的應用」。

科技部謝達斌次長專題
演講。

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陳彥任營運長專題演講。

趨於穩定，但是國外許多國家疫情仍然嚴峻，短時間內病毒不但不
會消失，甚至我們要有長期抗戰的準備。因此，面對後疫情時代，
政府如何與醫界、產業界、學研界攜手合作，透過現代科技，尤其
是應用人工智慧（AI）發展人工智慧醫療（Medical AI）超前部署，
是「後疫情時代」非常重要的議題。
今天的論壇，主要內容在公衛因應策略、醫療照護、數位科
技、檢測開發應用等方面，希望在政府及各界的合作努力之下，

黃高彬副院長發表專題
演講。

能更有效防禦第二波疫情的來臨，甚至對抗未來其他流行病的威
脅。台灣有世界一流的醫療水準和現代科技，這次的疫情為台灣
帶來好機會，政府也將全力扶植生醫產業，聚焦檢測、疫苗、藥
物、醫材等四大族群，打造防疫國家隊，進軍國際，相信台灣一
定能在世界發光發亮。
面對新冠肺炎（COVID-19）強烈襲擊，台灣抗疫有成。人工智
慧（AI）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包含即時口罩地圖、分析病毒株、
輔助診斷等。然而，在後疫情時期，台灣政府與產學研界如何繼續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林宗
慶董事長專題演講。

運用 AI 通力合作，繼續協助防疫及抗疫，成為大家關心的議題。
因此，科技部補助台大全幅健康照護子中心、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及台大人工智慧
與機器人研究中心於 6 月 20 日舉辦第二場「TAIWAN is Helping: 全方位 AI × 防疫線上論
壇」，與大家共同討論在後疫情公衛因應策略、醫療照護、數位科技、與檢測開發應用等議
題，希望能幫助台灣更進一步的超前部署，以抵抗後續或未來其他流行病的疫情。
此次論壇邀請前副總統暨中研院陳建仁院士分享「AI 在台灣防治 COVID-19 的應用」、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暨中研院洪明奇院士分享「抗冠抗癌皆精準」、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傳
染病防治醫療網中區黃高彬指揮官分享「智慧防疫及臨床醫療」，以及邀請仁寶電腦工業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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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生醫股份
有限公司陳彥
任營運長。

普生股份有限
公司林宗慶董
事長。

長佳智能股份
有限公司王帝
皓博士。

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
吳秀梅署長。

財團法人生物
技術開發中心
涂醒哲董事長。

台灣生物產業發
展協會理事長暨
體學生技公司李
鍾熙董事長擔任
主持人。

TAIWAN is Helping 全方位 AI 防疫線上論壇

蔡長海董事長、洪明奇校長與參加防疫論壇貴賓合
影。

份有限公司軟體研發本部徐睿鈞副總經理、工研院資訊
與通訊研究所闕志克所長、科技部謝達斌次長、沛星互
動科技首席人工智慧科學家孫民、普生股份有限公司林
宗慶董事長、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陳彥任營運長與會
分享 AI 於防疫之應用。
在 Panel Discussion 中，邀請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

陳建仁院士接受主辦單位致贈感謝狀。

理事長暨體學生技公司李鍾熙董事長擔任主持人，以及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吳秀梅署長、財團法人生物
技術開發中心涂醒哲董事長、長佳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王
帝皓、林宗慶董事長、陳彥任營運長擔任與談人，共同
探討「後疫情展望 AI 在生技醫療與照護的運用」。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6/20 14:16:00
蔡董事長接受媒體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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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冠抗癌皆精準
本校洪明奇校長獲邀在
「全方位 AI × 防疫線上論壇（二）」發表專題演講

新

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科學
家及醫生們紛紛加緊腳步研發特效藥與疫苗；中國醫

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帶領跨領域科研團隊表現出色，為
尋找治療抗冠肺炎開啟一線曙光。
世界知名癌症基因科學家洪明奇校長，於 6 月 20 日在
中國醫藥大學舉辦的新冠肺炎「全方位 AI × 防疫線上論
壇（二）」發表「抗冠抗癌皆精準」專題演講時表示，縱
使「仙藥雲深不知處」，中國醫藥大學的跨領域研究團隊
對於 COVID-19 之標靶藥物開發，已建構藥物篩選系統及
篩選抗冠抑制藥物。
洪明奇校長表示，中國醫藥大學跨領域科研團隊近年

洪明奇校長專題演講「抗冠抗癌
皆精準」。

在抗癌精準醫學領域有傑出表現，在國際知名期刊發表研究
成果有，肝癌精準治療新標靶（磷酸化 PCK1）Nature，去邪 + 扶正聯合療法 J Clin Invest，
癌症生物標誌檢測提升免疫治療成功率 Cancer Cell。
對於冠狀病毒（coronavirus），即使是病毒學家都相當陌生，可是，全世界精準醫學發
展均是以癌症 Precision Oncology 先著手，顯而易見，抗冠抗癌皆精準。
中國醫藥大學跨領域抗冠研究團隊於是與國際學術研究機構進行合作，包括新加坡國立大
學及其醫療體系、日本東京大學創新中心、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院、日本順天堂大學附設醫院、
日本慶應大學附屬醫院、秘魯 Arzobispo Loayza National Hospital、哥倫比亞 Complejo Quirurgico
Santa Barbara、 義 大 利 Sapienza University Hospital、 美 國 Houston Methodist Cancer Center、 英
國 GSK（GlaxoSmithKline），同時與新加坡國立大學醫院 NUHS、日本順天堂大學附設醫院、
菲律賓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Hospital、美國 GILEAD、美國 Houston Methodist Cancer Center
簽訂臨床試驗合作協議，聚焦在 COVID-19 臨床試驗協議的有，NUHS（新加坡）、Juntendo
University Hospital（日本）、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Hospital（菲律賓），讓研究團隊陣容
和實力媲美防疫科學國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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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 AI × 防疫線上論壇（二）」場面熱絡。

陳建仁院士、蔡長海董事長、洪明奇校長偕與會貴
賓合影。

中國醫藥大學跨國抗冠科研團隊最初篩選出許多藥物來抑制 SARS-CoV Mpro，由於
GC376 以前曾被用於治療貓傳染性腹膜炎（貓傳染性腹膜炎），而抗病毒治療可使其完全
康復，在已發表的數據還表明，GC376 表現出對許多動物和人類冠狀病毒（包括 SARS 和
MERS）的體外和體內活性，對此，洪明奇校長欣慰的說，我們的研究在結構上深入了解了
GC376 對 SARS-CoV-2 Mpro 的抑制機制，並支持該藥物作為治療人類 COVID-19 的有希望
的候選藥物的探索。
面對新冠肺炎（COVID-19）強烈襲擊，台灣抗疫有成。人工智慧（AI）扮演相當重要
的角色，在後疫情時期，台灣政府與產學研界如何繼續運用 AI 通力合作，繼續協助防疫及
抗疫，成為大家關心的議題。
因此，科技部補助台大全幅健康照護子中心、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及台大人工智慧
與機器人研究中心於 6 月 20 日舉辦第二場「TAIWAN is Helping: 全方位 AI × 防疫線上論
壇」，邀請專家學者共同討論在後疫情公衛因應策略、醫療照護、數位科技、與檢測開發應
用等議題，希望能幫助台灣更進一步的超前部署，以抵抗後續或未來其他流行病的疫情。
中央社訊息平台 2020/07/13 1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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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共識營願景、「研究專利產品（3P）產學共識營」 附 錄

2019

校院百大Ⅱ / Ⅶ共識營∼邁向世界百大∼
成為台灣的史丹佛大學暨醫學中心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願景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新世紀願景：持續發展更卓
越優秀的世界一流大學、醫學中心及卓越有特色的高科技
生醫園區，成為台灣人的驕傲，世界傑出的品牌。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蔡長海董事長說：『我們的
目標很清楚，就是進入世界百大，現在是在打世界級的戰
爭，不是在台灣跟誰比』，團隊做重整再出發，讓學校和
醫院有創新思維去翻轉，大家有任何需求，我一定全力來
支持。
蔡董事長殷切期勉校院同仁，面對競爭激烈的時代，
我們腳步要更快，一定要把自己的格局提升，要有信心、
要有企圖心、要有策略，每位主管要親身積極參與執行，
要追蹤、要考核，「人才很重要，軟實力是關鍵」，中國

蔡董事長再度重申，校院體系的
核心價值最是重要。

醫藥大學的學術品牌要創新，沒有創新就不可能卓越！

「百大百億」計畫，創新才能卓越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2019 百大Ⅱ / Ⅶ共識營」於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舉行兩
天，由校院務發展委員會鄭隆賓執行長主持，他意志堅定的說，邁向世界大學排名百大是中
國醫藥大學目前傾全力努力的目標，也是共識營要完成的壯舉，預定在 7 年內進入世界百
大，絕對沒有那麼簡單，卻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一定要達成。鄭執行長懷抱信心，回顧
在 2007 年的時候，當時我們的排名是在千名之外，蔡董事長提出要進入 500 大，結果在 5
年內，2012 年就以 453 名進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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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團隊重整再出發
蔡董事長致詞時，特別感謝洪明奇校長從美國回來，跟我們
一起為台灣未來打拚，也感謝大家過去為中國醫藥大學做的努力，
但是，我們好還要更好，今天的共識營就是要凝心聚力再出發。
蔡董事長強調，今年啟動「百大百億計畫」，目的在於健全
校院體系的營運效能：
第一、從學校和醫院的組織架構再重整著手，建立副主管的
制度，讓研究或醫療人才專心發展，由副主管負責行
蔡 董 事 長 在「2019 校 院
百大Ⅱ Ⅶ共識營」宣布啟
動「百大百億」達標計劃。

政工作，就如同官僚體制，部長管政策，次長就是文
官擔任的概念。
第二、羅致與招募特色需要的人才，落實以實力為目標，假
使沒有人才，有錢沒有用，人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校院研究中心功能全面檢討，學校現有兩個特色研究
中心（新藥開發與中醫藥），應再努力爭取為 4 至 6
個，例如：細胞治療、腦科學、精準醫療與人工智慧
醫療（Medical AI）等。
另外，國際化不是只有簽一個 MOU，要有跨領域團隊的策
略，與國際名校結盟，鼓勵教學、人才交流，再研究、產學合作

蔡董事長殷切期勉校院同
仁， 面 對 競 爭 激 烈 的 時
代，我們腳步要更快，一
定要把自己的格局提升。

洪明奇校長首度以「中
國醫藥大學的特色與未
來」闡述辦學理念。

去經營，也不可以偏執一方；其次是加強招收國際學生，亞洲大
學現在國際生有 1024 位，將近學生數的 10%。

蔡輔仁副校長提出「達
標百大的策略及校院級
重要研究計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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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隆賓執行長意志堅定
說，邁向世界大學排名
百大是中國醫藥大學努
力的首要目標，也是共
識營要完成的壯舉。

臺灣大學前研發長李
芳仁教授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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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董事長也再度重申，校院體系的核心價值最重要，學校就
是以學生為主，要把學生當作是自己的子弟，大家一定要尊重老
師，你在這個地方上班，就要以中國醫大為榮；醫院也是一樣，
一定要以員工為重，以病患為尊、以醫院為榮。他不忘叮嚀同仁，
重視身心健康與展現關懷精神，多關懷自己、關懷你的家屬、關
懷你的朋友、關懷你的同事。
中國醫藥大學現在是一所研究型大學，所以一定要創新，蔡

趙坤山副校長主持特別
演講。

董事長以「邁向世界百大，成為台灣的史丹佛大學」為目標勉勵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必須藉由創新去追求卓越，沒有創新
就沒有辦法追求卓越。這所百年名校現在走的是「創業教育」，
在 2014 年提出了「Stanford 2025」計畫，迎戰未來 AI 新時代，培
養具有大格局和大視野的國際領導型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值得我們借鏡及仿效。
陳明豐總執行長主持特
別演講。

如何邁向「史丹佛大學」之路？
蔡董事長透過簡報方式做了詳盡的解說，史丹佛大學的傲人
成就：史丹佛的校友、教授及研究人員中，有 83 名諾貝爾獎，
8 名菲爾獎（數學界最高獎）、27 圖靈獎（電腦界最高獎）；史
丹佛培養了不少著名人士，其校友涵蓋前美國總統赫伯特 • 胡佛
（史丹佛大學第一屆）、30 名富豪企業家、17 名 NASA 太空員，

蔡嘉哲主任簡報「免疫
醫學研發中心」現況。

黃冠棠總顧問主持特別
演講。

財信傳媒集團謝金河董
事長發表專題演講。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士
發表專題演講。

國立陽明大學李光申講
座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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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陽院長講述「醫療
體系的角色」。

洪明奇校長提供各研究
中心發展特色建言。

洪明奇校長關心各研究
中心研發進度。

百大Ⅱ Ⅶ共識營討論相
當熱烈。

以及最多美國國會成員的高等院校之一。

史丹佛大學的世界排名
●

2019 年，ARWU 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世界第 2

●

2019-20 年，QS 世界大學排名，世界第 2

●

2019 年，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世界大學
排名，世界第 3

●

2019-20 年，世界大學排名中心（CWUR）世界大
學排名，世界第 3

●

洪明奇校長主持特別演講。

2019 年，US News 世界大學排名，世界第 7

史丹佛大學醫學中心
●

史丹佛大學醫學中心是史丹佛大學醫學院的教學醫院，包括：史丹佛醫院和露西爾帕
卡德兒童醫院。

●

史丹佛醫院是全美最佳 15 間醫院之一，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周刊的美國最佳
醫院排名中一直列位其中。

●

露西爾帕卡德醫院入選《美國心文與世界報導》周刊美國心文與世界報導周刊美國
10 佳兒童醫院，且是其中最年輕的醫院。

●

世界上第一例心肺移植手術在史丹佛大學醫學中心成功完成。

●

特色：器官移植、癌症診療、心血管內科及外科、神經系統疾病在世界享有盛譽。

是什麼讓史丹佛獨特？（What makes Stanford Unique?）創新和企業家心態學習。源於
史丹佛的辦學理念是：創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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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奇校長致贈中央研
究院翁啟惠院士紀念品。

陳明豐總執行長致贈李
芳仁教授紀念品。

趙坤山副校長致贈李光
申講座教授紀念品。

黃冠棠總顧問致贈謝金
河董事長紀念品。

史丹佛大學和矽谷的關係
史丹佛大學和矽谷企業之間建立「共生」的相互依存的關係；1915 年史丹佛大學的工
程學院院長佛雷德里克 • 特曼（Federick Termanru）將企業家精神的教育理念帶入史丹佛，
引進高科技企業，用實際行動推動了史丹佛產業園區的但生，奠定了矽谷的基礎，徹底改變
了史丹佛大學的格局，也因此被尊稱為「矽谷之父」。
史丹佛大學培養了眾多矽谷高科技公司的領導者，惠普、鼓歌、雅虎、思科、英偉達、
Twitter、Linkedln、Netﬂix、Instagram 等公司的創辦人，這些企業的資金合計相等於全球第
10 大經濟體系。矽股獨特的創業條件結合彈性的勞動法令，創造出世界數量最多的獨角獸
企業。
矽谷企業與史丹佛大學之間建立合作研究、委託研究、人才合作培養、企業諮詢、數據
共享、設備租賃等多形式、多主體的協作機制。
史丹佛大學最重要的資產是創業家；StartX 聯盟內企業的合併估值超過 190 億美元，
2011 年後共成立 700 個新創公司，StartX 連盟中包括 1300 個創辦人，每個新創公司平均吸
引 1000 萬美元的資金，84% 的新創公司都還在成長或發展。
面對未來，大學如何培養能因應複雜變局的人才？史丹福大學校內的「d.school」（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of Design），在 2014 年提出了「史丹福 2025」，「d.school」是全世界最具前
瞻性的創意中心，全世界頂尖企業和大學都來取經，希望找到創新的方法。

培養具有大格局和大視野的國際領導型人才
這所百年名校推出「Stanford 2025」計畫，是一個對未來大學模式的大膽設計，提
出了對未來大學的 4 個想像：開環大學（Open Loop University）、彈性教育歷程（Paced
Education）、翻轉軸心（Axis Flip）、有意義的學習（Purpose Learning），重新思考未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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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樣貌。

我們要創造什麼樣的願景？ CMU ＆ CMUH 的未來
邁向更卓越優秀的國際一流大學
●

教學特色：一系一學院一特色

●

3 年內每個學院成為台灣的大學的前 3 名

●

3 年內（2022 年）進入世界前 150 大

●

8 年內（2027 年）進入世界前 100 大

邁向更卓越優秀的國際一流醫學中心
●

台中附醫：邁向更卓越優秀的國際一流醫學中心

●

北港附醫：成為最優質的社區醫院

●

安南附醫：邁向準醫學中心

●

新竹附醫：邁向準醫學中心

●

兒童附醫：邁向國際一流醫學中心

加強產學合作，拓展衍生企業
4 年內，發展 3~5 家衍生企業上市櫃（IPO），1 家獨角獸企業（Unicorn）

發展水湳國際健康產學園區及新竹健康產學園區
●

水湳國際健康產學園區希望發展成為卓越優秀的世界一流大學及全球卓越有特色的高
科技生醫園區。我們邀請全美最大建築事務所紐約 SOM 設計及全球最大工程顧問公司
洛杉磯 A.E.COM 規劃，有教學及推廣教育區、國際醫療教研服務區、研發及產學合作
區，第一期開發包括教學大樓、研究大樓、宿舍大樓，第二期開發包括研究大樓第二
棟、衍生企業大樓、醫學創新館、多功能體育館（含學生活動中心）、生物科技園區

446

校院共識營願景、「研究專利產品（3P）產學共識營」 附 錄

（Bio park）。醫學創新館邀請美國普立茲克建築獎教父 Frank Gehry 設計，體育館（含
學生活動中心）邀請西班牙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 RCR 設計。另外，40 米健康大道的公
共藝術規劃放置法國 Niki、瑞典 Milles、日本和泉正敏等大師的大型雕塑，以及種植櫻
花、樟樹或落羽松等景觀。
●

新竹健康產學園區發展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醫學工程學院，打造成為卓越有
特色的高科技生醫園區。新竹附設醫院以癌症、腦中風、心血管、急重症醫療服務為
主，並且打造人工智慧醫院，醫學工程學院鏈結台中校區與竹北校區，培育符合產業
需求並具國際競爭力之醫學工程創新與專業人才。

持續提升、永續經營
人

才：外部尋覓及遴聘、內部培養及關心

國 際 化：與國際接軌，提升國際化
執 行 力：領導者親身積極參與執行、追蹤進度及考核
文

化：健康、關懷、創新、卓越

品

牌：建立世界級的專業品牌形象

創新特色：勇於改變、不斷創新、追求更好
跨業整合：異業結盟、推動衍生企業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創造共享價值
●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是企業永續經營的關鍵影響力。

●

CSR 不只在救難或捐款，聚焦在不同族群、不同的主題，回饋社會，才是真正的
CSR 的意涵。

●

積極解決各種社會環境問題，發揮企業的正面影響力，才是企業永續生存之道，也就
是「創造共享價值」（Creating Shared Value, CSV）。

邁向更卓越璀璨的新境界
蔡董事長明確的揭示校院未來的發展目標與計畫，並且勉勵大家持續發展更卓越優秀
的世界一流大學、醫學中心及卓越有特色的高科技生醫園區，最後期許大家一起攜手，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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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實現我們的願景：『讓中醫大暨醫療體系成為台灣人的驕傲、世界傑出的品牌』。
為呼應今年「校院百大Ⅱ / Ⅶ共識營」主題，洪明奇校長也首度以「中國醫藥大學的特
色與未來」闡述辦學理念，周德陽院長說明「邁向百大，醫療體系扮演的角色」，蔡輔仁副
校長提出「達標百大的策略及校院級重要研究計畫報告」；同時邀請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
士、國立陽明大學李光申講座教授、臺灣大學前研發長李芳仁教授及財訊傳媒集團謝金河董
事長發表專題演講。
此外，鄭隆賓執行長還廣泛收集年輕同仁們的心聲，這份「傾聽新世代」的問卷，可以做
為體系機構未來發展的參考。為期二天的共識營，也在大家熱烈的討論之下，凝聚共識，為邁
向世界百大重新調整腳步，做好全面性的準備，相信必能創造出更好的成績。
本校校園新聞 2019/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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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蔡長海董事長
揭示校院 2030 年發展藍圖

展望 2030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暨 醫 療 體 系 9 月 5-6 日 舉 辦
「2020 尖端共識營」，蔡長海董事長揭示下個 10
年的展望：1. 中國醫藥大學：進入世界前 100 大，
發展 Smart University，成為更卓越優秀的世界一
流大學。2. 中國醫療體系：發展特色醫療及 AI
Hospital，台中附醫成為更卓越優秀的國際一流醫
學中心、安南附醫成為卓越優秀的醫學中心、北
港附醫及虎尾醫院成為最優質的社區醫院、兒童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2020 尖端共識
營》與會師長合照。

醫院成為國際一流的醫學中心、新竹附醫成為卓
越優秀的醫學中心。3. 水湳校區：打造世界一流
頂尖大學及全球卓越有特色的高科技生醫園區。4. 衍生企業：發展尖端醫療、人工智慧醫療
（Medical AI）、多維列印，10 年內發展 3~5 家衍生新創企業上市櫃（IPO），1 家獨角獸
企業（Unicorn）。
蔡董事長期許中國醫藥大學發展成為台灣的史丹佛大學、醫療體系發展成為台灣的梅約
醫學中心，致力打造人類健康及文化的殿堂，提升台灣教育、醫療、生醫產業國際地位，實
現成為更卓越優秀的世界一流的大學、醫療體系和生醫產業，讓台灣在世界發光發亮！

一、大學未來 10 年規劃與發展：培養學生為良醫、世界的領航者，
培育產學研發博士、發展研究特色，建立跨產業合作、鼓勵創新
創業
重視核心價值和組織文化
蔡董事長強調，學校和醫療體系的核心價值與組織文化是最重要的。學校要「以學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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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教師為重，學校為榮」；醫院是「以病人為
尊、以員工為重、以醫院為榮」；衍生企業「以
股東為尊、以員工為重、以公司為榮」。我們的
組織文化，從身心靈的健康，到關懷家人、關懷
朋友、關懷病人，尤其重要的是要『創新』，沒
有創新的學校和醫療體系，一定會被淘汰掉！
蔡長海董事長在共識營提出產學研合作的策
略目標。

2030 年挺進世界 100 大
蔡董事長有感而發表示，台積電是台灣的護
國神山、台大百年要進入世界 50 大，「他山之石
可以借鏡」那我們當然要發揮教育、醫療、生醫
產業的角色和責任，最主要是怎麼幫台灣多做一
些事情，他殷切期勉校院同仁懷抱信心，堅定目
標，2030 年要挺進世界前 100 大。

《2020 尖端共識營》會場。

人才是機構的命脈
對大學未來 10 年規劃，蔡董事長期許我們要培養學生為良醫，然後成為世界的領航者，
其次要培養產學研發博士，發展研究特色，美國有一所奇點大學，它是美國太空總署 NASA
和 Google 合辦，一年培養 80-90 位學生都是產學研的博士，都有創新思維和想法，另外，
也要積極建立跨產業合作，鼓勵創新及創業。
在人才培育的 10 年計畫中，董事會幫機構準備 30 億來作人才培育，我非常謝謝洪明奇
校長，去年從安德森癌症中心來學校幫忙，今年又陸續延攬 15 位國外學者，我希望能更多更
好，秉持「全心育才」、「用心選才」、「用人唯才」、「真心留才」的原則。

全心育才、用心選才
培養優秀的學生成為良醫及世界的領航者，COVID-19 以後，思考如何送老師和學生出
國進修，以往是留職留薪，或有專案的補助，我們繼續實施，同時，也要強化培育產業精英
人才及培育產學研優秀教師，以往我們致力培養博士，應該還有一個重點，是產業型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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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我們可能要加油，美國企業大學就有這種想法，培
養產學優秀教師，一定要和產業結合。同時，也要積極
尋找、挖掘、訓練人才，除了醫療以外，其他領域還是
很需要。

用人唯才、真心留才
蔡董事長指出，學校教授以往是 65 歲要退休，我
覺得可能要請他們留到 70 歲，醫院也是一樣，現在是
65 歲退休，可能思考延長到 70 歲，一方面人口減少，

蔡長海董事長在共識營簡報提出對
中國醫藥大學醫療體系未來願景。

讓好的人才退休，真的是太可惜，不僅是個人的損失，
也是體系機構的損失，也是國家的損失。

成立講座基金 10 億元
從今年開始董事會成立「講座基金」10 億元，除了人才培育以外，對於優秀的老師，
校內或體系、國外或國內的，邀請他們來當講座。

強化 3P：Paper（論文）、Patent（專利）、Product（技轉）
台大今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進入 97 名，進入百大。上海交大今年我們排名
225 名，台灣第二，可是我們最好是 197 名，未來 10 年目標要想辦法進入世界 100 大，QS
世界大學學科領域排名 275 名，還有 U.S. News 美國世界大學排名比較不理想，這方面也
要重視，最近發布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大學是 493 名，也要想辦法進入世界 100
大。我們是小而美的大學，教授至少要 600 位，也許可以再增加，另外，高被引論文數量還
是不夠多，所以人才還是最重要。
今年學校有兩篇 Nature、一篇 Science，洪明奇校長回來可以設定一個目標，至少每年
兩篇 Nature，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另外，學校老師申請專利的越來越多，可是拿到許可證
或是授權的還有技轉的不多，這一方面我們要好好加油，強化 Paper（論文）、Patent（專
利）、Product（技轉）。
美 國 國 防 部 有 成 立 一 個 產 學 translation center， 目 前 大 學 都 是 做 basic research， 但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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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怎麼變成商業化？美國國防部有一個產學研機
構，就是你開始要研究的時候，送到產學研機構去評估
有沒有商業價值，有商業價值才支持經費，這方面值得
做為參考。

發展特色研究中心
我們獲得教育部獎助的特色研究中心，一個是中醫
藥研究中心，一個是新藥開發研究中心，我期盼在 10 年

蔡長海董事長揭示校院 2030 年發展
藍圖。

內增加發展研究特色，況且，洪校長是癌症生物研究的
專家，諸如轉譯醫學研究中心、神經研究中心和免疫醫
學研究中心，未來可能是全球研究的重點，因為癌症已經慢慢可以解決了，還有老化醫學研
究和免疫這方面，我們一起來努力。

全球最大的天然化合物資料庫
另一個天然藥物研發中心，是我們與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合作，我們有兩個教授在講座
教授李國雄院士那邊，10 月以前會帶回台灣 6782 個樣本，以活性天然藥物資料庫進行藥物
探勘與新藥開發，這個中心是我們中醫藥的希望，還有新藥開發的希望，因為 6782 個樣本
的天然化合物資料庫是全球最大的。

智慧校園接軌國際化
蔡董事長說，智慧校園（Smart University）建置以學生及老師為核心，包括：智慧學
習、智慧研究、智慧產業、智慧行政、智慧服務、智慧生活、智慧綠能、智慧安防等，學校
已經在規劃建置，還有，因為 COVID-19，在教學和研究方面，一定要跟國際智慧接軌。

二、醫療體系未來 10 年規劃與發展：建立友善醫院、持續提升品質、
創新尖端醫療、守護全民健康
以病人為中心，肩負救急、救心、救腦、救命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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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療體系未來 10 年規劃與發展，應該就是創新尖端醫療，提升醫療品質，建立友
善醫療，守護全民健康；當然要「以病人為中心」提供安全及完善的醫療環境成為友善醫
院，品質非常重要，教學研究、服務和醫療品質都是非常重要，讓我們醫療體系醫院對急重
症肩負起「救急、救心、救腦、救命」使命。

發展卓越優秀的國際一流醫學中心
蔡董事長期許，未來 10 年，台中附設醫院成為更卓越優秀的國際醫療醫學中心，兒童
醫院成為國際一流的醫學中心，安南附設醫院成為卓越優秀的醫學中心，新竹附設醫院成為
卓越優秀的醫學中心，北港附醫及虎尾醫院成為最優質的社區醫院，而且一定要智慧化。

發展特色醫療及尖端醫療
在發展特色醫療方面，我們有幾個中心要好好去發揮，包括癌症中心、心血管中心、腦
中風中心、中醫藥研究發展中心、器官移植中心、風濕免疫中心、消化醫學中心、細胞治療中
心、誘導性多能幹細胞（iPS cell）中心、精準醫學研究中心、Medical AI 中心、XD 列印中心。
大家知道再生醫療發展趨勢和全球產值爆炸性的成長，我們要繼續發展尖端醫療，例
如：幹細胞治療、免疫細胞治療，特別是免疫細胞治療特管辦法實施以後，台灣現在通過
34 項，醫院是占 16 項，占 43.2%，我們還要繼續再努力，基因治療 micro-RNA 這些都有專
利，所以幹細胞治療、免疫細胞治療、基因治療、micro RNA、Exosome（外泌小體技術治
療心血管疾病），這些都是我們重點。

與日本京都大學合作成立 iPS 研究中心
我們跟京都大學再生醫科學研究所河本宏 KAWAMOTO 教授合作，他們希望京都大學
的 iPS 研究中心，在台灣有一個據點，他同意來我們水湳校區設立 iPS 研究中心台灣的分
部，所以一定要走向國際化。

發展 Medical AI，建構 AI Hospital
2030 年 AI 市場有 15.7 兆美元營收，從中獲益最大的產業將是金融科技、零售業、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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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醫療產業，日本安倍首相前年提出 2022 年希望日本有 10 家 AI Hospital，台灣健保一
年已經到 7000 多億了，要讓健保的支出減少，medical AI 是可以幫忙的，我們現在發展有
大數據中心及幾個 AI 相關中心，未來一定要整合，而且一定要跟產業界結合，拿到 FDA 及
TFDA 的許可證，這樣才可以用在醫療體系還有其他的醫院。

與中研院合作百萬人基因資料庫計畫，追求精準健康
醫療大數據的商機非常大，去年報導全球 428 家獨角獸公司，200 多家是在美國，100
多家在中國大陸，美國有很多家是做精準醫療、精準健康的，這個是有很大的商機，另一
個就是結合區塊鏈，所以我希望醫師加入發展 medical AI，可以延伸企業價值合作，如今微
軟、google、amazon、facebook 這些都進入醫療平台，從診斷治療走向預測預防。
另外，我們也建立自己的基因體資料庫，利用人工智慧分析及整合各種基因體相關資
料，同時跟中央研究院合作百萬人基因資料庫計畫，結合臨床資料後完成台灣人專屬的生物
基因資料庫，3 年內完成 100 萬人的基因篩檢。還有發展多維列印中心，從三維到多維，現
在已經進入到 5D 列印，包括創新醫材、生物墨水、生醫晶片等，未來的商機是無限的。

後 COVID-19 疫情時代的思維
COVID-19 後疫情時代，我們非常謝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讓台灣防疫成功，醫衛產業
新科技對防疫至關重要，面對後疫情時代，除了防疫安全、設備齊全之外，我們還要調整策
略、改變創新，創造特色發展平台，最重要是配合政府政策成為國家隊打世界盃，前進國
際。
我們在 COVID-19 方面的努力，除了將 AI 用於 CXR/CT 的 COVID-19 診斷、預後評估
之外，洪明奇校長指導以癌症靶向治療精準醫學觀念引導之抗冠藥物研發 COVID-19 病毒抑
製劑的快速篩選，與英國 GSK 及新加坡國立大學醫院合作，還有間質幹細胞（UMSC01）治
療 COVID-19，已經獲得衛福部恩慈療法通過，並通過美國 FDA IND 審核可以進行 PhaseI/IIa
之臨床試驗收案治療，以及與聯亞生技合作開發疫苗。

三、水湳校區興建及發展國際健康產學園區：建立卓越優秀的世界一
流大學及全球卓越有特色的高科技生醫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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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水湳校區發展目標，在建立更卓越優秀的世界一流大學以及有特色的高科技生醫園
區。現有學生宿舍、教學研究大樓、教學行政大樓，規劃興建的醫學創新館邀請普立茲克建
築獎教父、開創 21 世紀建築史第一人 Frank Gehry 大師設計，體育館暨學生活動中心邀請普
立茲克建築獎 2017 年得主 RCR 設計，校區會種植很多櫻花、落羽松、樟樹，蓋好以後，將
成為台灣一個在世界出名的經典之翼，亞洲很漂亮的景點。

四、衍生企業未來 10 年發展目標：追求股東最大利潤，回饋學校及
醫療體系，創造企業社會價值
蔡董事長說，瑞士和以色列都有 850 萬人口，國人都很有錢，因為瑞士的羅氏和諾華是
世界前五大藥廠，以色列 Teva Pharmaceutical 是世界前十大藥廠，所以他期許 10 年內發展
3~5 家衍生新創企業上市櫃（IPO），甚至希望 1 家能夠成為獨角獸企業（Unicorn）。目前
我們的衍生企業長佳智能做 medical AI，主要是幫助醫院成立 AI Hopistal 和發展精準健康，
長聖生技做免疫細胞與幹細胞新藥研發及治療產品，長陽生醫在發展多維列印，生物醫材、
生物墨水及器官晶片等。

成立天使基金 10 億元
為加速衍生企業發展尖端醫療，蔡董事長宣布成立「天使基金」10 億元，鼓勵老師和
醫師的研究進展到產業，培育產學研優秀教師和菁英人才。

就是要創新改變，就是要不斷進步
「2020 尖端共識營」由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鄭隆賓執行長主持，特別邀請到科技
部長吳政忠部長，暢談國家的科技與醫療發展策略；楊泮池院士專題演講生技與 AI；謝金
河董事長分析國際局勢與因應策略，獨到的見解，帶給同仁們多元宏觀的視野。
鄭執行長表示，校院的研究、教學及醫療服務的品質提升與追求是永無止境的，蔡董事
長揭示未來 10 年的發展方向，並做清楚的定位，有賴各位主管及同仁就個人崗位設定目標
與時程，即時啟動 2030 的大躍進。
本校校園新聞 202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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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110 年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
「後 COVID-19 共識營」
蔡長海董事長期勉校院同仁，迎接後 COVID-19 新時代，
我們一起攜手努力，讓世界看到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
讓台灣在世界發光發亮！

在這個星球上，所有人都彼此相連
共享與回饋是企業文化的核心信念與責任
不只是追求自己的績效，也要協助其他的企業
展現對社會的正向貢獻
改寫成功的定義，實現利他願景…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 8 月
14-15 日 舉 辦「 後 COVID-19 共 識
營」，蔡長海董事長有感於新冠肺炎
疫情帶來的衝擊，不僅改變人類行為
模式，亦對企業營運產生重大變革，
必須加速數位的創新與轉型。他殷殷
期許，每個員工都要有新思維，想要
創新和改變，有信念成為改變世界的
開拓者，如此，才能追求卓越，讓世
界更美好！

110 年 後 COVID-19 共識營 校院主管合影

後 COVID-19，中國醫藥大學的
創新發展：10 年進入世界前 100 大，發展 Smart University，「培養學生為良醫、世界的領
航者、培育產學研發博士、發展研究特色、建立跨產業合作、鼓勵創新創業」，以期成為更
卓越優秀的世界一流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醫療體系的創新發展：以病人為中心，發展特色醫療及 AI Hospital，「建
立友善醫院、持續提升品質、創新尖端醫療、守護全民健康」，台中附醫成為更卓越優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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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長海董事長致詞鼓勵
同仁一起攜手努力。

蔡董事長現場做提示

洪明奇校長以「開拓創新、
紮真可行」為主題做簡報。

國際一流醫學中心、安南附醫成為卓越優秀的醫學中心、北港附醫及虎尾醫院成為最優質的
社區醫院、兒童醫院成為國際一流的醫學中心、新竹附醫成為卓越優秀的醫學中心。
後 COVID-19 衍生企業的創新發展：「追求股東最大利潤、回饋學校及醫療體系、創造
企業社會價值」。同時，在水湳校區打造智慧校園及健康產學園區，興建全球卓越有特色的
高科技生醫園區。
後 COVID-19 時代，世界將會如何改變？蔡長海董事長對校院的發展提出前瞻的新思
維—機構大者一定會越大，強者會更強，這個懸殊比例會越來越厲害，如何更強大？我們
要怎麼樣創新卓越及數位化轉型？
後疫情時代，許多重大人類行為模式改變，例如：降低人群活動意願、適應數位消費、
減少大眾載具需求、更注重公共衛生、工作與生活場域混搭、低接觸社交互動模式等；在企
業模式改變方面，例如：遠距工作興起、自動化無人化的低接觸新服務模式、數位技術投資
增加、全通路行銷時代、更重視公共衛生等。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死亡人數已高達 434 萬人，台灣 800 多人死亡，近日還發現哥
倫比亞病毒株，所以我們還是要以安全第一！

蔡輔仁副校長主持特別
演講。

洪明奇校長現場做回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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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中心郭錦輯主任
簡報

台中總院—外科系 方
信元副院長做簡報

王志堯院長簡報 兒童醫
院現在與未來

台中總院—內科系 張
坤正副院長做簡報

後 COVID-19 數位的創新與轉型
COVID-19 加速了數位化的腳步，數位的創新，就是零距離的創新；董事會已經成立數
位發展小組。salesforce 創辦人馬克 • 貝尼奧夫（MARC BENIOFF）認為，每個員工都是
改變世界的開拓者，Conﬁdence 自信、Harmony 和諧、Action 行動、Novelty 創新、Growing
成長、Excellence 卓越，以企業的價值、員工的熱情，最重要的是讓顧客成功，每天都要改
變，越變越好，這是不變的真理！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 2030 願景
我們 2030 要變什麼樣子？到時候，學校起碼要進百大。但是我們有個天花板，台大還
是台灣的領頭羊，人才多、資源多。我們目前在上海交大世界大學排名是台灣第二，私立大
學第一，要保持這個水準，又要進步，是很不簡單的。
後 COVID-19 我們要有什麼樣的思維？企業的文化價值是最重要的，中國醫藥大學暨

江 宏 哲 副 校 長 簡 報 3P
策略。

吳錫金院長簡報 北港附設
醫院—優質社區醫院

林聖哲院長簡報 安南醫
院—邁向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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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偉成副院長簡報。

莊曜宇院長簡報校院產
學發展策略。

陳自諒院長簡報 新竹附設
醫院—邁向醫學中心

薛博仁副院長做簡報

醫療體系的核心價值—「以學生為尊、以教師為重、以學校為榮」、「以病人為尊、以員
工為重、以醫院為榮」、「以股東為尊、以員工為重、以公司為榮」；我們的組織文化：健
康、關懷、卓越、創新；因為，沒有創新就沒辦法卓越。人來管理人是最簡單的，其次是制
度來管理人，最後還是要文化，這個就是企業文化的價值。

後 COVID-19 中國醫藥大學的創新發展
我們要培育及網羅優秀的人才，創新教學、研究及服務，提升國際化，美國史丹佛大學
的教育與醫療作為值得我們學習，包括後疫情時代線上授課提高參與度、出席率，虛擬醫療
增加診療效率等。此外，我們也要積極發展特色研究，希望能再拿到二個特色研究中心，積
極的跨校、跨產業、跨國的研究合作結盟，這樣才能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功能。另外，也要
發揮「中亞聯大」的功能，亞洲大學跟中國醫藥大學在資訊方面合作，打造智慧校園，亞大
附屬醫院和中醫大醫療體系配合，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和水湳校區 Frank Gehry 設計的創新
展覽館結盟。

後 COVID-19 中國醫藥大學醫療體系的創新發展
建立友善醫院，提供優質的感動服務，建構以病人為中心的安全及完善的環境，
提升醫療品質和重視病人安全，發展特色醫療中心，創新尖端醫療及創新研究，包
括：幹細胞治療、免疫細胞治療、基因治療、mRNA、Exosome、CRISPR 等，建構 Smart
Hospital，從精準醫療走向精準健康，守護全民健康。

後 COVID-19 衍生企業的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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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豐顧問主持特別演
講。

湯智昕研發長演講 研究
與論文

黃冠棠董事主持特別演
講。

鄭隆賓執行長提示共識
營的目標明確，大家的
動作要加快，才能搶得
先機。

持續發展細胞治療、Medical AI、XD 列印等衍生企業，10 年內發展 3-5 家衍生新創企
業上市櫃（IPO），1 家獨角獸企業（Unicorn）。我們校院衍生企業以追求股東最大利潤、
回饋學校及醫療體系、創造企業社會價值為目標，目前衍生企業的實績表現相當亮眼，舉例
來說，長聖生技的研發能量獲得肯定，榮獲傑出生技產業獎，今年 1 月 8 日上櫃，以最短時
間被 MSCI 與台灣指數公司列入指數成份股，長佳智能打造一站式平台服務，希望成為台灣
數位醫療的領航者，長陽國際生醫投入生物墨水、生物感測、器官晶片等，服務病患深獲好
評。

打造智慧校園及健康產學園區
水湳校區將打造世界一流頂尖大學，興建全球卓越有特色的高科技生醫園區；本校將以
全球永續發展目標 SDGs，善盡大學社會責任（USR）及企業社會責任（CSR），致力企業
永續投資（ESG），實踐全球永續發展（SDGs），共享與回饋是企業文化的核心信念與責
任，我們不只是追求自己的績效，也要協助其他的企業，要幫助你的朋友。

讓世界看到中醫大暨醫療體系，讓台灣在世界發光發亮
蔡董事長期許中國醫藥大學發展成為台灣的史丹佛大學、醫療體系發展成為台灣的梅
約醫學中心，積極打造人類健康及文化的殿堂，提升台灣教育、醫療、生醫產業國際地位；
「黑暗總會過去，黎明將會來臨」，迎接後 COVID-19 新時代，我們一起攜手努力，讓世界
看到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讓台灣在世界發光發亮！
「後 COVID-19 共識營」由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鄭隆賓執行長主持，他強調共識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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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軸除了凝聚力量邁向世界百大，最重要的是 3P 策略 –Paper、Patent 及 Product，希望把
研究方向納入 Proﬁtable product 重要元素，如此一來，大家的研究成果除了提升論文的質與
量外，更能為我們的衍生產業挹注有潛能的產品，其次，校院的研究、教學及醫療服務的品
質提升與追求，是永無止境的，好還要更好。
本校校園新聞 2021/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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