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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現職單位

理事長 賴健文 彰化基督教醫院副院長

副理事長 楊世偉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教授／研究總中心主任

常務理事

林峯輝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系終身特聘教授

陳信泰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工室主任

黃執中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教授

葉秩光 國立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特聘教授／系主任

蔡育秀 中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教授

理事

王家鍾 義守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教授

李文婷 中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副教授／系主任

邱宗泓 立薪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姚俊旭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教授

徐善慧
國立臺灣大學高分子所特聘教授兼綠色永續材料與精密元件博士學位
學程主任

崔博翔
長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教授／研究發
展處研發長

張世明
弘世生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台灣區醫療與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顧
問

張韶良 秀傳醫院、竹北新仁醫院、開蘭安心集團醫工顧問

許朝淵 賀康生醫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葉宗仁 悅智全球顧問公司資深顧問

葉明龍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教授／系主任

蔡明慈 弘光科技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副教授

蔣竣凱 博宣寧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總監

謝明發 中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教授

常務監事 徐瑋勵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教授

監事

朱唯勤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朱湘麟 國泰綜合醫院總務室副主任

黃義侑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系教授

曾明吉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醫工部組長

鄭智修 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教授／系主任

蘇振隆 中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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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 許瑞廷
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學位學程教授 / 生物醫學工
程學系籌備處主任

副秘書長 楊明治 彰化基督教醫醫療3D列印中心執行長

學術組組長 陳姵如 銘傳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副教授

總務組組長 彭志維 台北醫學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教授／系主任

服務組組長 王德順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寵物保
健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電子報總編輯
組長

林鼎勝 義守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副教授／系主任

醫工學會秘書 楊宜臻 學歷：南台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學士

JMBE編輯助理 林靜瑩 學歷：亞洲大學外國文學系學士

行政人員：

第二十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合照 (2021.11.19)

學會秘書處幹部與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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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BioMed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銘傳大學》
• 銘傳大學創辦於1957年，為全台第一所
女子高等學府，秉持「人之兒女，己之
兒女」的同理心來培育學生。

• 2010年正式取得 MSCHE 認證，成為亞
洲第一所美國認證大學，在銘傳取得的
學分與學位在美國全部承認。

• 2012年設立銘傳大學美國密西根分校，
目前全球擁有五大校區，建立完善的國
際校園，致力達成「銘揚四海、傳頌千
秋」的辦學目標。

《銘傳醫工系》
• 銘傳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於2006年成立，由李嘉陵副教授、
陳玫蓉教授、陳姵如副教授歷任系主任及現任主任楊佳燕教授
帶領。

• 97~106學年度通過IEET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107學年度至
今通過大專院校自辦品質保證認定。

• 在歷屆師生努力奮鬥下，教學資源、師資陣容及課程規劃已奠
定良好基礎且日益茁壯，近來更積極擴展海外及兩岸的產學合
作，培養能貢獻國家社會進步發展的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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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醫工系特色》

專利工程師的基礎養成
-成為科技、法律間的溝通橋樑
-成就發明人的創意技術取得權利

• 首創-跨領域專利學程：聯合法律學院，由法律系專任
教師開班教授專利法規等課程。

• 額外安排專利實務課程，老師手把手教學，帶領學生實
際申請專利。

• 跨領域的學習有利於未來承攬不同領域的專利案（一般
的電機系畢業生只能承接電機專利、生科系畢業生只能
承接生科專利），具備競爭優勢。

過往的專利工程師多是從實務界/業界培養起來。從實務
上學習的問題在於欠缺學理基礎，自我學習與探究的能力
較薄弱，長期發展較為不利。我國近年來的專利實務發展
已經從量轉變為質，意即專利品質比專利數量更為重要；
而欲提高專利品質，則必須有強大的學理作為基礎。

發 明 新 型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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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醫工系特色》

啟發式師徒制專題

-自己的未來、自己來決定

• 學生可自由選擇是否要做專題，亦可自由選擇指導教授。

自由意志下的決定，自然形成師徒關係，學生的配合度

與參與度極高，學習成效非常優異。

• 安排學習講師講解專題意涵，啟發學生。協助學生在選
擇前充分瞭解專題的意涵。

• 專題製作期間從大三上到大四下，扎扎實實的兩年期訓
練。每年專題學生就讀一流國立大學碩士班超過70%。

• 面對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具備獨當一面的經驗。

• 個人專業的成人禮。

• 歷年選擇專題的人數超過80%。

銘傳醫工系尚無成立研究所，系上老師傾盡洪荒之力來指
導專題，師生互動的程度冠於全國。

之 兒 女 己 之 兒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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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

G1. 培育醫工領域之基礎設計與整合人才。

G2. 培育醫工領域之檢驗分析人才。

G3. 培育學生具有國際觀，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力，並具備

醫學工程倫理之觀念。

《核心能力》
C1. 運用數學、科學及醫學工程知識的基礎能力。(紮實的

醫工基礎)

C2. 設計、執行實驗、分析與詮釋數據的能力。(實驗執行
與分析能力)

C3. 使用醫學工程技術與設計醫療設備的能力。(專業實務
與整合的能力)

C4. 具備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溝通與合作的能力)

C5. 具備專題研究分析、規劃與執行的能力，並培養處理
醫工問題的能力。(解決醫工問題的能力)

C6. 認識時事議題與工程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並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終身學習與全球視野)

C7. 瞭解倫理規範與專業責任。(倫理規範與專業責任)

本系宗旨為「培育生物醫學工程領域之專業人才」，務使

學生具備生物醫學工程之科學知識，進而促進此領域之學

術研究與專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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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陣容》
• 7位專任教師，皆為基礎醫學材料或生醫光電訊號學術
專長。

• 13位兼任教師，來自產、官、學等不同領域之傑出專業。

楊佳燕

主任

陳玫蓉

教授

陳姵如

副教授

湯士滄

副教授

吳季華

教授

李嘉陵

副教授

莊昀儒

副教授

專業研究領域

• 腦電磁波訊號處理 • 生醫光電量測系統

• 呼吸生理藥理 • 生醫電子系統

• 生醫材料 • 奈微生醫感測器與流體
系統• 醫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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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學分學程
本系協同各院系共同規劃多元跨領域學分學程，讓學生有
系統性的學習與醫工領域相關課程，幫助拓展第二專長，
以利未來的生涯規劃。

• 醫學工程法律實務-法律學院

• 人因醫學工程設計-商品設計學系

• 醫學資訊-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 生醫訊號處理-電子工程學系

• 生醫光電-電子工程學系

課程地圖

《課程規劃》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以培養學子成為醫工領域之專業人才為終極目
標，除強化基礎學科之訓練外，特別精心規劃【專利醫材組】、
【智慧醫療組】兩大軸心教育，學生依據個人專長進行選課與實
作。其中，豐富的學習元素，包含臨床醫學診斷治療、醫材產業
專利實務、細胞組織工程、生醫資訊與光電訊號，甚至是人工智
慧醫療照護，讓學生在各個領域中都能夠有所發揮。

學分學程 合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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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果》
• 可由臥床病患自控臥位之眼控病床

• 即時控制與自動導引雙功能之智慧型輪椅

• 利用表面肌電操控機械手臂及無線手環

• 雲端整合控制病人的病歷資訊與生理監控

《產學合作》
• 分析使用慣性裝置分析巴金森氏症患者步態
（合作單位：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 吞嚥障礙患者音聲特徵（合作單位：台北馬偕醫院）

• 應用快捷健康照護互通資源整合健康管理
（合作單位：長德醫院管理顧有限問公司）

《教學資源》
智慧模擬病房

專業電腦教室
電子電路實驗室
E化教室
數位自學教室
授權軟體及圖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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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未來發展》
• 國內海外雙實習

• 快樂升學

• 高薪就業
➢ 醫療儀器研發工程師

➢ 生醫材料研發工程師

➢ 專利工程師

《聯絡方式》
http://web.bme.mcu.edu.tw/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333321 桃園市龜山區大同里德明路5號

科技大樓 AA1084醫工系辦公室

 (03) 3507001 #3658

mcubme@mail.mcu.edu.tw

職涯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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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 主辦第九屆生醫工程應用研討會
(Symposium on Engineering, Medicine, and Biology 
Applications)

08月 整合三組必修課程並重新規畫整併

1. 以跨領域教學方法培育嶄新世代的生醫人才
2. 追求卓越的跨領域專題研究
3. 理論與產業實務的結合以協助生醫產業升級，

其中教學、研究及產業化為三項發展整合重點

12月 主辦生物醫學工程科技研討會暨科技部
醫學工程學門成果發表會
Qualcomm Tricorder X Prize
跨國競賽全球第二名

08月 生醫理工學院成立、跨領域轉譯醫學研究所成立

08月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成立，合併系統生物與生物資訊碩博
士班、生物醫學工程碩博士班、跨領域轉譯醫學博士班
第一任系主任：黃俊銘教授

10月 中研院基因體研究所中心雙邊研究交流研討會
12月 系學會成立、台達電聯合研發計畫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08月 成立教育部產學博士計畫學位學程
與美國麻省大學洛厄爾分校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well)
簽署3+2學碩雙聯學位學程

08月 成立『人工智慧精準醫療碩士在職專班』
09月 規劃分組為『生醫科學組』與『醫學工程與資訊科學組』

2017年

2019年

04月 全球仿生設計競賽台灣區海選全國
亞軍

08月 第二任系主任：王孫崇教授
獲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
人才培育計畫A類高值醫材計畫

2018年

協助規畫中央大學桃園八德校區，主導成立『智慧健康創新園區』
2020年

08月 王孫崇教授續任系主任
10月 與國衛院合辦『生醫工程與智慧感測研究學程』

主導桃園市中央大學國民運動中心竣工 2021年

2022年

生醫科學
與工程學系

系統生物與生物
資訊碩博士班

生物醫學工程
碩博士班

跨領域轉譯
醫學博士班

成立之宗旨

因應社會需求、生物科技與醫療照護產業之發展趨
勢，以培育生醫產業跨領域人才為目標。

基於「破壞性創新」的概念，營造且整合基礎研究、
技術研發與產學合作的教學研究環境。

希望吸納不同背景，但對基礎科學與前瞻技術具備
高度熱情與學習能力，且兼俱對生命擁有好奇心與
人道關懷的學生。

生醫系成立於2 0 1 5
年，現有大學部及三
所直屬研究所：系統
生物與生物資訊碩博
士班、生物醫學工程
碩博士班，及跨領域
轉譯醫學博士班

本系秉持「開創生命科學與醫學的新領域，實踐新
科技對人類福祉的提升」之精神，因此教學重點與
精神著重於以下三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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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孟宗教授

1. 醫學電子
2. 生醫訊號影像處理
3. 智慧醫療
4. 心臟電生理
5. 非線性動力學
6. 複雜系統
7. 計算機模擬

黃俊銘教授

1. 微生物總體

2. 疫苗學

3. 皮膚感染疾病

陳純娟副教授

1. 神經工程

2. 虛擬實境應用

3. 腦電磁波訊號處理

4. 運動控制

5. 計算神經科學

黃輝揚副教授

1. 人工智慧

2. 醫學影像處理

陳健章副教授

1. 感測器融合

2. 電腦/機械視覺

3. 工程科學建模

4. 混合式深度學習

5. 增強學習/GAN

黃貞翰副教授

1. 奈米生化感測

2. 功能性生化材料

3. 生醫光電與影像系統

4. 深度學習於訊號與

影像應用

醫學工程與
資訊科學組

醫

資

電

李宇翔教授

1. 奈米醫學
2. 藥物輸送
3. 光-化學-免疫組合治療
4. 標靶治療
5. 全氟碳化物
6. 雙層微胞
7. 藥物載體

林 澂副教授

1. 睡眠醫學

2. 心血管生理學

3. 可攜式醫療裝置

4. 智慧醫療

5. 即時監測之應用

陳靖昀助理教授

1. 組織工程

2. 再生醫學

3. 生物反應器

4. 非動物替代平台開發

5. 藥篩平台開發

楊伯康助理教授

1. 奈米材料

2. 智慧感測

3. 能源科技

4. 半導體元件

1. 蛋白質體學

2. 代謝體學

3. 生物資訊

4. 機器學習

5. 大數據資料探勘

1. 高通量生物數據(次
世代定序與生物晶
片)統計分析

2. 變形類神經網絡生
醫文件建模

3. 強化學習分析電子
病歷資料

王孫崇教授兼系主任

蘇立仁副教授

1. 不孕症

2. 基因檢測

3. 中藥開發

4. 精準醫療

5. 整體醫學研究

張彙音助理教授

吳立青副教授

1. 生物資訊

2. 生物資料庫

3. 深度學習

4. 醫學資訊

劉淑貞副教授

1. 腫瘤微環境

2. 頭頸癌惡性化機轉

3. 癌組織單細胞基因
體研究

4. 腫瘤免疫學

生醫科學組

馬念涵教授

1. 微型RNA應用

2. 疾病偵測指標

3. 新型藥物研發

4. 腫瘤治療

5. 體液胞外小體

許藝瓊副教授

1. 生物資訊學

2. 系統生物學

3. 腫瘤基因體學

4. 次世代定序

醫工學會 13



醫學工程與資訊科學組：
工程實踐立於
智慧感測與智慧計算技術

生醫科學組：
科學培育著重
現代數據人體醫學

✓ 計算神經科學實驗室

✓ 生醫微系統整合實驗室

✓ 生醫訊號應用整合實驗室

✓ 腫瘤微環境/癌侵犯實驗室

✓ 生醫系統工程實驗室

✓ 仿生材料暨組織工程實驗室

✓ 奈米科學暨生醫電子實驗室

醫學工程與
資訊科學組

醫

資

電

生醫科學組
科學與工程的揉合
迸發英才教育能量

科學乃人類智慧之根源以及進步之表徵，
更為人類發展之原動力

然科學若無使用工程技術實踐與驗證，
猶如履薄冰且無確鑿之證據難以成大局

--本組教育之道--
以人為本、以工程為劍、以數據做盾
培育下一世代生醫科學頂尖人才

工程則為人類慾望之反映以及啟動之能源，
宛如人類行動之執行力

然工程技術若無科學理論為基石與架構，
猶行走於暗夜而無燈火指引難覓終局

--本組教育理念--
以科學理論為鎧甲、以人工智慧做攻城武器

培育新世代生醫工程拔尖專才

✓ 基質生物實驗室

✓ 高通量生物感測實驗室

✓ 系統分子醫學實驗室

✓ 分子診斷與治療學實驗室

✓ 奈米生技實驗室

✓ 癌症基因體實驗室

模組化雙軌
課程

醫者仁心
以人為本

醫
資

電

醫
學
工
程
與
資
訊
科
學
組

生
醫
科
學
組

第一學年 人工智慧程式入門

第二學年
資料結構、作業系統概論
醫用物理
微電子學、線性代數

第三學年
演算法
訊號與系統
微處理器與嵌入式系統

第二學年
生物化學、認知神經科學

程式語言、細胞分子生物學(上)

第三學年
細胞分子生物學(下)、

數據科學導論

系
定
必
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人體生理與解剖學、
專題研究

醫科

普通生物學、
認知心理學概論

專題研究

普通化學(含實驗)

儀器分析、
專題研究

物理化學、
材料科學導論、

專題研究

醫材

計算機概論

醫療器材設計原
理及其應用、
專題研究

統計機器學習基礎、
專題研究

醫資

微積分、
普通物理(含實驗)

電子電路學(含實驗)、
工程數學(上、下)、

專題研究

專題研究

醫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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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無圍牆與無界互動空間為設計理念所打造而成的

『 』

✓ 建構出本系學習與研究的新型場域模式~

✓ 本空間設置了巡迴圖書櫃與動態電視牆

✓ 企圖培育師生對於科學人文的處世態度與柔性的思考模式

顯微注射實驗

Quantitative PCR系統

電路雕刻機

光固化3D印表機

電子電路儀器

NI ELVIS II
電路模擬

64核心
雙GPU

人工智慧
實驗平台

智慧自動化
斑馬魚飼養系統

鎖定桃園民眾世代疾病進行臨床研究

Layout 設計

醫工學會 15



萊鎂醫材

美爾敦

承洛科技

台達電

見微生醫

鴻海

源資

研華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國家衛生研究院

台北榮民總醫院

馬偕醫學中心

聯新國際醫院

三軍總醫院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中心

塑膠中心

工研院

海昌生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榮民總醫院

長庚醫院

儀科中心

美國麻省大學
洛厄爾分校

日本熊本大學

越南科技大學

日本兵庫大學

日本關西大學

產官學研多元互動整合 創造生醫領域無限商
機

本系與國內 13 所學術醫療機構、9 間國內大型產業公司合作，
以及5 所美日頂尖大學締結雙方聯合學程與跨國合作交流

醫工學會 16



同儕激勵突破自我極限

系所英文比賽 –提升語文能力

2021 - 大專生英文演講比賽

本系每年舉辦各項校內/外活動與挑戰，除了強化學生自身知識
與能力之外，亦著重於社會責任的培養與團隊的互助合作

2021 -碩博士生英文演講比賽

回饋社會–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2021 - 反毒教育 2021 - 智慧醫療

實習與參訪 –提升個人競爭力

2021 -台灣醫療科技展 2021 - 系學會手作活
動

2020 - 國衛院實習

2021 - 未來科技獎 2021 - 國家新創獎

校外大型競賽 –創新研發，接軌未來

2020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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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系畢業生
有效樣本217筆

中大畢業生
有效樣本2573筆

資料來源
104人力銀行

至110年共
87名畢業生

至110年共
110名畢業生

至110年共
23名畢業生

至110年共
3名畢業生

生醫系創立於2015年，截至目前共三
屆畢業生 (1st：18名； 2nd ：22名；
3rd ：25名)

醫工學會 18



本系開國內生醫科學與工程領域雙渠之先河，藉由生物醫學、醫資電工程與
資料科學之師資、課程與研究領域之整合，並著重國際合作、產學合作以及基礎
與臨床醫學之配合，培育多重跨域之醫科資電領導人才

本系之選才方針將以社會關懷為本，並檢視以科學與工程基礎儲備能力，以
及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之理解，企望成為下一世代生醫資電頂尖人才之伯樂

期望學生具備主要能力與特質：
(一) 數理與資訊能力
(二) 跨域學習能力
(三) 團隊合作與服務關懷特質

聯絡資訊

地址：32001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
電話：(03)-4227151分機27733
信箱：dbse@ncu.edu.tw
網址：http://dbse.ncu.edu.tw/.

✓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管道

✓ 優先錄取經濟弱勢學生

✓ 助學金：每名40萬元

✓ 物理、化學、英文

✓ 指定考科組合原始

成績為全國1%者，

最高拿50萬獎學金

*實際參採科目及獎學金條件以當年度資料為準

✓ 學測 國文、數學A、

英文、自然 考科

✓ 學測 英文、數學A、

自然 考科

生醫系的FB專頁
有超ㄎㄧㄤ的小編ヽ(●´∀`●)ﾉ
還有招生、校園活動的訊息喔

生醫科學組

醫學工程與
資訊科學組

醫

資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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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彰化秀傳、彰濱秀傳、南市醫 醫學工程課

秀傳醫療體系是一個心手相連的「家
族」，目前從北到南有八家醫院，包括
台北秀傳、彰化秀傳、彰濱秀傳、竹山
秀傳、公辦民營先驅的台南市立醫院、
全國第一家縣立公辦民營的岡山秀傳及
彰化田中仁和醫院和員林何醫院，目前
全體系員工五千多人，病床數三千五百
多床。

秀傳體系中，醫工編制為
彰化秀傳：課長、工程師、行政
助理共5名，彰濱秀傳：組長、工
程師共3名，南市醫：組長、工程
師共3名，
除基本各院內的醫療儀器設備維
護外，另互相支援同體系醫工單
位業務。每位醫工個人責任區域
依年度保養時程定期進行保養及
校驗，也已建置醫療儀器管理及
報表統計系統，以落實及支援病
安及醫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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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秀傳團隊

彰濱秀傳團隊

南市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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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埔里基督教醫院 醫工組

本院於2009年成立醫工組，編制為一名組長及一名工程師，
隨著醫療環境的進步，醫療儀器科技的革新，醫療儀器管理由人
工作業轉變成資訊化系統，醫工組目標以多元性的技術整合與多
樣化的知識，提供一個安全的醫療儀器使用環境，並協助醫院專
業團隊如醫師、護理師、醫療技術師等人員，來解決醫療儀器帶
來的臨床問題及發展創新的醫療技術。

【埔基宗旨】

本著神愛世人的精神，以弘揚
基督耶穌救人之愛心，辦理醫
療，傷殘復健，公共衛生，山
地巡迴診療，貧病優待施醫、
老人安養、養護等社會公益福
利事業為目的。

【核心價值】 榮神益人

榮神：要盡心、盡性、盡力、

盡意愛主-你的神

益人：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醫工學會 22



醫工組領有專業臨床工程師證書負責醫療儀器相關作業，確認院內醫
療儀器符合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及相關法令規定，並透過醫療儀器資訊化系
統管理，配合醫院目標制定標準化流程，從預算討論、採購評估、新購驗
收、教育訓練、維修保養、閒置報廢、汰舊換新、醫材不良通報等作業，
審視院內醫療儀器的安全性，進而加強及落實病人安全。

針對新機驗收、維護狀況、病人安全等目標，實施醫療儀器教育訓練，
並宣導初級保養及醫材不良通報等資訊。

每半年依維修狀況與使用單位檢討醫療儀器品質改善，針對欲改善之
醫療儀器維護方式撰寫提案改善單，以提升病人安全目標。

醫工援外計畫內容為協助西非布吉納法索的醫工人員進行醫療儀器管
理及維護，將當地賴以維生的醫療儀器做有效的運用，讓病人得到最好的
醫療品質。

埔里基督教醫院 醫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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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信義醫療財團法人高雄基督教醫院總務室

醫院歷史沿革及宗旨願景：
本院於1967年(民國五十六年)時由來自美籍的石惟基

牧師利用原本是「信義聖經書院」的空間和前鎮教會黨照
凡牧師以及眾多先賢篳路藍縷所開設的醫院。民國六十九
年醫療樓正式啟用；民國七十三年設立血液透析室；民國
八十五年設立護理之家；民國八十六年設立呼吸照護病房；
民國九十年啟用方舟養護之家，並於同年設立復健科暨復
健中心。
創立的宗旨是以耶穌基督愛人如己的精神，提供全人醫療
照護，宣揚福音。因前人的各方努力，克服各種硬軟體的
困難，才使得本院略具規模，所以更要秉持著謙卑的精神
及熱誠的心，擴展社區醫療服務且落實「以病人為中心」
的醫療服務，造福更多的世人。

本院醫學工程師簡介：

本院醫學工程師隸屬
於總務室，其職責為管理
維護全院之醫療儀器設備，
秉持提供患者及醫護人員
更為安全之醫療器材的信
念，同時運用技術知識背
景提供高效率、高經濟之
維修準則，確保發揮醫療
儀器之最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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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室編制醫學工程師乙名，亦取得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
會一般醫療設備技師及台灣醫學資訊協會醫學資訊管理師等相
關專業證書。因應日益月新的儀器設備及技術，鼓勵部門同仁
學習新知，參與醫療儀器相關研討課程提升自我價值。

• 為維護院內所有醫療儀器設備正常操作及延長使用年限，
擬定執行醫療儀器設備之定期保養與校驗作業，並建立紀錄資
料集冊備查。新購儀器驗收後，安排使用單位人員及醫學工程
師進行教育訓練課程，並製作紀錄留存備查，保障行政作業上
的管理，營造優良醫療品質與安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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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2021年生物醫學工程科技研討會(TSBME 2021)-科技部醫
工學門成果發表會暨第三屆國際工程與科技研討會(ISET 2021)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承辦單位：中興大學醫工所

日期： 2021年 11 月19日 (星期五)-20日(星期六)

地點：中興大學生醫工程研究所

3.1 2021年生物醫學工程科技研討會
(TSBME 2021)-科技部醫工學門成果
發表會暨第三屆國際工程與科技研討

會(ISE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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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21年生物醫學工程科技研討會
(TSBME 2021)-科技部醫工學門成果
發表會暨第三屆國際工程與科技研討

會(ISE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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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21年生物醫學工程科技研討會
(TSBME 2021)-科技部醫工學門成果
發表會暨第三屆國際工程與科技研討

會(ISE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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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10年度會員大會

會議名稱： 110年度會員大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110年11月20日（星期六）中午11:40

地點：中興大學應用科技大樓337與338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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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10年度會員大會

會議名稱： 110年度會員大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110年11月20日（星期六）中午11:40

地點：中興大學應用科技大樓337與338室

議題：

110年韓偉生物醫學工程服務獎章得主（按姓氏筆畫順序）：

台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系王兆麟教授

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鄭國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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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10年度會員大會

會議名稱： 110年度會員大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110年11月20日（星期六）中午11:40

地點：中興大學應用科技大樓337與338室

議題：JMBE 110年度優良論文頒獎與最佳論文競賽

最佳論文

最佳論文

6位優良論文得主與主持人王兆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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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臨床工程研討會

會議名稱：臨床工程研討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2021年11月20日（星期六）

地點：中興大學應用科技大樓B1F B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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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110年臨床工程及醫材資安委員會第 3 次會議聯席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110年 11 月06日 (星期六) 09:30-10:30

會議主席：張韶良、陳信泰主委

地點：視訊會議

3.4 110年臨床工程及醫材資安委員
會第 3 次會議聯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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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TTQS認證口試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110年 11 月04日 (星期四)

參與人員：賴健文、林康平、朱湘麟、陳信泰、張韶良、葉明龍、

許瑞廷、楊明治、楊宜臻

地點：彰化基督教醫院

3.5 TTQS認證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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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TTQS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評核
等級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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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醫工師法公聽會前會前會議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110年 12月03日

會議主席：賴健文

會議方式：視訊會議

3.6 醫工師法公聽會前會前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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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立法院醫工師立法公聽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110年 12月06日

會議地點：立法院

詳細資訊請參考學會網站：http://www.bmes.org.tw/

(參與人員、醫工師立法版本、公聽會會議全記錄….等)

3.7 立法院醫工師立法公聽會

http://www.bme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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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立法院醫工師立法公聽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110年 12月06日

會議地點：立法院

3.7 立法院醫工師立法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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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立法院醫工師立法公聽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110年 12月06日

會議地點：立法院

3.7 立法院醫工師立法公聽會

http://www.bmes.org.tw/notice_show.php?id=599

http://www.bmes.org.tw/notice_show.php?id=601

http://www.bmes.org.tw/notice_show.php?id=599
http://www.bmes.org.tw/notice_show.php?id=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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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臨床工程會議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110年 12月10日

會議主席：陳信泰、張韶良主委

會議地點：台中市臻愛花園飯店-烏日高鐵店

3.8 臨床工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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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福智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福智美

「福智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2011年成立，致力於引進世界高科技醫療

設備及器材從不間斷，服務範圍囊括了急診、加護病房、心導管室、呼吸治

療室、開刀房、檢查室、病房、健檢中心等單位。不僅協助國內醫療水準的

提升，也讓福智美成為國內著名的醫療設備及器材進口代理商。

高科技醫療產品人性化服務

我們不僅提供專業的緊急救護、重症與醫療監護診斷設備，以協助解決醫療

問題，更是在面對莊嚴的生命意義，冀望透過追求永續成長進步、團隊合作、

專業素養，持續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幫助拯救生命，進而創造生命的價值。

福智美台北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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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監護儀

Philips飛利浦生理監護系列

我們於2020年取得Philips飛利浦生理監護儀代理，期望透過提供

客製化的生理監護方案，為醫療院所帶來更好的醫療環境。

急重症相關設備

Getinge醫療院所急重症相關系列設備

為了更專注於急重症領域提供醫療院所更完整的急重症服務，我們

於2018年代理了Getinge主動脈氣球幫浦、葉克膜、呼吸器、麻醉

機設備及其相關耗材等產品。

心臟檢測設備

Schiller瑞士喜樂全系列心電圖產品

心臟檢測設備部分則代理Schiller瑞士喜樂全系列心電圖產品。

緊急救護設備

Stryker緊急救護系列

緊急救護設備代理Stryker急救設備，產品包含自動心肺復甦機、

心臟電擊器等急救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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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博宣寧股份有限公司

博宣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西元 1998 年，致力於醫療院所急重
症單位醫療設備與耗材的代理和銷售。我們秉持著「誠信/ 承諾
/ 持續成長與進步」的精神，藉由專業的團隊，提供客戶最優質
的服務。

產品服務團隊

●大重症耗材部

本部門所代理的產品以醫療相關耗材以及小型設備為主。
耗材部分包含崇仁、邦特、維力等國內外知名呼吸耗材品牌，
服務範圍涵蓋呼吸治療科、急重症單位、麻醉科…等科室。小型
單機設備則有歐姆龍與康定等，長期致力於血壓、血氧設備研
發與製造的兩大品牌。服務囊括了醫院門診、病房、檢查室與
健檢中心等單位。
為了能提供醫療院所更全方位的服務，我們於2018年底代理了
金百利克拉克的拋棄式醫療擦拭布，期待透過提供專業的醫療
環境清消方案，讓醫護人員擁有更好的醫療環境。
2019年則取得Laerdal-挪度醫療台灣區的總代理，期望與急救
醫療訓練單位、醫學大學、醫院臨床技能中心的合作，藉由模
擬醫學，幫助拯救生命。

4.2 博宣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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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整合部

本部門所代理的產品分為三大類：生理監視產品、診斷用超音
波產品、超音波模擬及教學產品。
生理監視產品包括邁瑞全系列生理監視器產品：模組式生理監
視器Ｎ系列、簡易型模組式生理監視器ePMM系列、三合一生
理監視器iMEC系列以及中央站、HIS上傳配套方案產品等。另
外，在血流動力學監測系統則提供Medis CardioScreen 1000。
診斷用超音波產品目前主要提供邁瑞M7, TE7重症用POC超音波、
Konica Minolta Somimage HS1及MX1等復健科、麻醉科超音
波設備。
超音波模擬及教學產品部份則提供SonoSim整合式超音波模擬
及線上課程方案。

●維修服務

維修客服部提供所銷售之醫療產品設備專業、親切、快速的維
修服務以期達成最高的客戶滿意度，是我們維修客服部的宗旨。
舉凡博宣寧股份有限公司所代理銷售之產品，皆由原廠認證之
專業維修人員提供完整的售後維修保養服務。



平安
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