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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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教授/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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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合照 (2022.02.16)

學會秘書處幹部與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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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大醫學工程學系係由臺大醫學院暨工學院合設，於2018年8月由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改制而成立，結合醫學與工程科技等知識，應用
於疾病的診斷與防治及醫療器材研發的專門學科。培養學生實作及
解決問題的能力，期許學生畢業後能將所學應用於醫療與科學工程
之整合、科技創新、產品研發等，以促進健康照護、提昇醫療照護
與生活品質。

臺大醫工系依研究領域概分為：

1.生醫材料 2.生醫機械 3.醫用電子 4.臨床工程 5.生醫資訊

研究範圍包括醫用陶瓷及複合物材料、高分子生醫材料、藥物傳輸系統、
奈米材料、骨科生物力學、人體動作分析、電腦輔助手術、復健工程學、高齡
長者與身心障礙者照護工程學、醫療儀器設計、醫用微感測器生理訊號處理、
組織及細胞工程、超音波熱療、生醫光電、醫學影像、生物晶片資料分析、醫
學資料庫處理等研究。

現有專任教師14名，合聘教師8名，兼任教師3名，目前學生總人數約有
310人。臺大醫工系每年積極規畫加強教學研究設備，並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
發 表 於 國 內 外 相 關 之 學 術 刊 物 。 發 行 的 醫 學 工 程 期 刊 Biomedical
Engineering-Applications, Basis, Communication 於1993年起被EI等國際
資料庫收入，臺大醫工系期許成為一流的醫學工程教育與學術研究單位。

1990年1月醫學工程研究中心成立

1998年3月改制為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1999年8月招收第一屆碩士班學生

2001年8月招收第一屆博士班學生

2018年8月改制為醫學工程學系
9月招收第一屆學士班學生

- 研究所招生迄今有23年的歷史，目前已有866位碩士畢業生、242位博士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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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區：聯教館

醫用高分子實驗室、藥物釋放實驗室、材料測試實
驗室、醫用超音波實驗室。

校總區：展書樓

生物力學實驗室、電生理暨電子電路實驗室、
生物醫學訊息分析實驗室。

校總區：永齡生醫工程館( 4樓/5樓/6樓 )

醫用陶瓷及複合材料實驗室、骨科工程暨動作分析實
驗室、復建工程學實驗室、眼生物力學實驗室、醫用
微感測器暨系統實驗室、醫用虛擬儀控實驗室、細胞
與組織工程實驗室、癌症跨領域轉譯研究實驗室、多
模態醫學影像優化實驗室。

臺大醫工系教育目標在於融合生物學、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及工程科學等生物醫
學工程知識，以生物醫學問題為導向，涵蓋分子、基因、細胞、乃至於組織等生
物醫學範疇以及材料、力學、電子、資訊等工程領域，期使學生兼具生物、醫學
及工程知識，跨領域整合的能力，克服生物醫學問題，希望能達到以下目標：

1.培養醫學工程學之跨領域師資及人才，提供各級教學機構醫工師資及建立完
整的醫工教學系統。

2.領導醫工研究方向，經由醫工學術理論及實驗研究的導入，配合實際臨床應
用，改良並創新設計，達成新儀器、新材料、新醫療方法的開發並提昇醫學
研究的水準。

3.培養臨床工程師，配合指導各有關技術人員，熟悉醫療儀器及醫用材料的特
性，配合醫學治療研究，並提高醫用儀器自製率及修復能力最終目標是建立
完整的全國治療診斷儀器之管理系統，提供技術諮詢。

4.輔導開創醫學工程相關新產業及就業機會，提昇經濟與照顧國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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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學歷 領域專長

呂東武
教授兼
系主任

英國牛津大學
工程科學博士

骨科生物力學；動作及步態分析；復健工程；
運動生物力學；影像生物力學

王兆麟 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工程力學博士

衝擊生物力學；電腦輔助手術；骨骼肌肉與心
血管生物力學

林文澧 教授
美國亞歷桑那大學
機械工程博士

醫用超音波；影像導引超音波腫瘤熱治療；影
像導引超音波奈米藥物傳送與釋放；生醫物理；
醫用輻射物理

林啟萬 教授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
醫學工程博士

神經系統工程；醫用微感測器；醫療儀器設計；
醫儀認證

林頌然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學士、醫學工程博士

生醫光電與光學造影；光線及雷射生物效應；
毛囊再生與黑色素細胞再生；組織工程與臨床
細胞移植

林峯輝 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博士

醫用陶瓷及複合材料；結晶學；材料分析

陳中明 教授
美國康乃爾大學
電機工程博士

人工智慧；醫學影像分析；機器學習與深度學
習輔助診斷、治療與預後預測；機器人視覺

黃義侑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化工博士

藥物傳輸系統；生醫材料；組織工程；微脂體
的應用

楊台鴻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化工博士

組織工程；幹細胞與神經細胞培養；奈米材料；
醫用高分子

趙本秀 教授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生醫工程博士

組織工程；細胞生物與物理性刺激；生物反應
器

趙福杉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博士

神經生物；信號處理；電子電路；微計算機

施博仁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博士

醫學波動力學；眼科生物力學；生醫機械訊號
分析

梁祥光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博士

癌症跨領域研究整合；醫學物理學；放射生物
學；惡性腦瘤影像分析；局部抗癌藥物傳輸系
統

程子翔 助理教授
麻省理工學院
醫學工程與醫學物理博士

醫學影像處理；正子磁振造影；醫學影像深度
學習

臺大醫工系包含多種領域的優良師資：專任教師14名，合聘教師8名，兼任教師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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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學歷 領域專長

吳文超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博士

磁振造影；磁振灌流影像；功能性磁振造影；
醫學影像處理；生醫信號分析

林世明 教授
英國劍橋大學
生物技術博士

奈米生物技術；生物光電技術；皮米醫學與
力學

陳志宏 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醫學工程博士

影像處理；核磁共振影像；生醫分子影像；
遠距醫療

黃韻如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學士、
解剖暨細胞生物學博士

卵巢癌其分子亞型與上皮-間質轉化分級之診
斷；卵巢癌分子亞型特定標靶的功能性基因
體學與藥物篩選；腫瘤基因體大數據分析；
卵巢癌腫瘤微環境

劉浩澧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博士

生物系統控制；精準藥物釋控；醫用超音波；
醫學電子；醫學影像及神經工程

駱遠 教授
美國亞歷桑那大學
光學科學博士

生醫光電；先進內視鏡開發；顯微影像技術
與分析；生醫數位訊號處理

張書瑋 副教授
麻省理工學院
土木與環境工程士

多尺度計算力學；微觀力學；固體力學；分
子動力學；生物力學

葉伊純 助理教授
美國麻州大學安默斯特分校
化學博士

奈米材料；生物材料；功能性高分子；奈米
複合材料；材料與生物界面

王正一 教授
日本東京女子醫科大學
醫學博士

醫學工程；臨床工程；內科學；內視鏡學

鄒奇軒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博士

電腦視覺；圖形識別；機器學習；醫學影像
分析

葉肇元
兼任實務
教師

美國南加州大學
病理學博士候選人、
臺灣大學
醫學博士

醫學影像人工輔助診斷軟體系統之開發

合聘教師8名

兼任教師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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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優勢

1.研究領域分為 5 組：生醫材料、生醫機械、醫用電子、臨床工程、生
醫資訊。

2.研究範圍包括醫用陶瓷及複合材料、高分子材料、藥物傳輸、人體動
作分析、電腦輔助手術、醫用微感測器、組織及細胞工程、超音波熱
療、光動力療法、生醫光電與醫學造影、醫學影像等。

3.課程目標在融合生物學、醫學及工程科學，涵蓋分子、基因、細胞、
組織等生物醫學以及材料、力學、電子、資訊等工程領域，培養學生
兼具生物、醫學及工程知識。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修業年限 4-6年
招生數 24名/年

繁星 2名
個人希望申請 1名
個人申請 12名
指考 9名

修業年限 1-4年
招生數 54名/年

目前學生數 107人

修業年限 3-7年
招生數 18名/年

目前學生數 13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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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工系有對應課程的各種實驗，連結科學理論跟實際應用。大二後，選擇
要深入學習的領域，分別有生醫材料、生物力學、生醫電子以及生醫資訊。除了系
上及醫學院多種領域老師們的專業授課外，亦會跟其他系所，像是物理系、化學系、
生命科學系等等，開設對生物醫學工程有所幫助的課程。提供更完善的知識，期許
學生們具備堅固的基底，解決生物醫學上所面臨的問題。

學士班修業規定

最低畢業學分數為130學分，其中包括校、院共同必修、醫工系基礎必修課
程、醫工系專業必修、選修課程。校、院共同必修：國文(3)、英文(6)、通識課程
(15)。系訂選修課程：可以依興趣自由選擇發展的領域，或選修表中領域，在指
導教授委員會輔導下選修。

生醫材料領域

綜合領域

生醫資訊領域生醫電子領域

生物力學領域

生醫質能傳輸原理、組織工程原理
與應用、醫用高分子、力生物學導
論、生物醫學材料概論、藥物傳輸
系統、再生醫學之原理與應用、進
階生物化學

工程圖學、流體力學、人體神經肌肉
骨骼生物力學、生醫機械工程實驗方
法、生醫波動力學、電腦輔助設計與
製造、電腦輔助工程分析、人體動作
與力學分析

電子學二暨實驗、微算機應用、電
生理、醫用電子學、生醫光電導論、
醫學影像系統原理、醫用微感測器、
醫療器材品質認證系統、醫用電子
系統設計、感覺神經生理

資料結構、演算法、微算機應用、深度
學習在醫療影像分析上的應用、醫學影
像系統原理、醫學影像分析、基礎生醫
影像處理技術、機器學習、資料庫

數位生醫訊號處理、醫療儀器、生醫創
新與商業化、醫用超音波學、疾病導向
之臨床與基礎科學跨領域課程

課程安排隨個人大學生涯有所不同，可以依自己的興趣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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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Asia University
Symposium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2016 KAIST-NTU Joint
Workshop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2019黃義侑系主任帶領第一屆學
士班15人參訪韓國延世大學醫學
工程系及首爾大學化學與生醫工
程 系 、 Bio-MAX/N-Bio
Institute研究中心

2016 XIV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3D
Analysis of Human Movement

參與研討會，不但可以瞭解許多國家在醫學工
程領域上，創新的點子以及待突破的瓶頸，還可以
彼此交流以及討論未來的趨勢及市場狀況，亦或是
交到不同背景、文化或是價值觀的朋友，充分精彩
人生。不再只是課本上遙遠且死板的知識，而是親
身接觸全球當下的醫學工程發展及挑戰。

108 學年度迎新宿
營

2021 聖誕Party2021 校慶運動會

開學前，學長姐透過活動，打破
新生們一開始不認識的尷尬，增
加彼此間的感情。

系學會舉辦活動讓大家紓解壓
力。其他還有像是火鍋趴踢、
歌唱比賽、系上出遊等等。

系內有籃球隊、排球隊，除了
系內的活動外，每年也有全國
大專院校的比賽，組隊跟其他
學校系所熱血一番，還可以跨
縣市到主辦校當地去做觀光。



就業

臺大醫工系特色工程結合醫學，有許多相關的職業和研究單位可以就業。

生醫電子領域：
生醫光電系統工程師、電子醫療設備工程師、電子醫學設備維修技師等等。

醫學資訊領域：
生醫訊號處理工程師、醫用軟體發展工程師、醫學網路資料庫工程師等等。

生醫材料領域：
生醫材料研發工程師、生物感測研發工程師、生醫材料製程工程師等等。

生物科技領域：
生物晶片研發工程師、基因資訊處理工程師等等。

其他的還包括醫藥研發人員、醫療耗材設計及開發、國家機關相關人員、相關研究
員、醫療產業專利人員等等。

除了醫療以外，亦可以從事工程相關產業：軟體設計工程師、材料研發人員、電子
工程師、專案管理師、營造工程師等等，選擇多元，出路廣闊。

8

就學

繼續進修之畢業生可選擇醫工、材料、生醫機械、生醫電子、
生醫光電、生醫材料、醫療器材、醫學物理等領域之研究所；選擇
進入學術界之畢業生可進入醫院或大學之研究單位、中央研究院、
教育部、衛生福利部、科技部、國家衛生研究院、食品藥物管理署、
疾病管制署、醫藥品查驗中心、國家實驗研究院、工業技術研究院
等研發單位。

獎學金

期許學生畢業後能將所學應用於醫療與科學工程之整合、科技創新、
產品研發等，以促進健康照護、提昇醫療照護與生活品質。

除了校內提供的獎學金，還有與世界各大名校多種的交換學生計畫與學程
外，臺大醫工系也有專屬的商之器科技醫學工程研究獎學金、大瓏企業獎學金、
以及永齡基金會提供的大學部學生赴美國名校的交流計畫。



2022 THE世界最佳年輕大學排名 116
2022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世界大學排名 1506
2022 THE新興經濟體世界大學排名 54
2022 THE世界大學學科排名(商業與經濟領域) 152
2022 THE世界大學學科排名(電腦科學領域) 142
2022 THE世界最佳大學排名 586
2021 上海交通大學世界排名 805

2.1.2 亞洲大學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

學校介紹
亞洲大學位於台中市霧峰區，創建於1999年，2005年改制升等為大
學。

以「培育兼具專業與人文素養以及良好品格態度，並能追求與實踐
健康、關懷、創新及卓越價值之世界公民」為教育目標。

以「健康、關懷、創新、卓越」為校訓，期許往國際一流的綜合性
大學邁進。

學校治校成果屢獲世界大學排名肯定: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

系所沿革

亞洲大學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以下稱為本系)源自於生物資
訊研究所，創立於91學年度，為全國首創的生物資訊研究所。
設立宗旨在於為了有效率地研究與管理生物與醫學資訊，並培
養具備資訊科技及生命科學知識的優秀生物資訊人才。

92學年度成立大學部，開始招收四年制大學生，同時亦開始招
收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於96學年度經教育部獲准設立博士班，
成為當時全國唯一具備由學士至博士班完整學制之生物資訊領
域系所。

隨著領域發展，本系於99學年度更名為「生物與醫學資訊學
系」。同時設有國際英語學程招收外籍學生，此學程於101、
103學年度分別通過教育部全英語學程評鑑，獲得推薦。104學
年度起再度更改系名為「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分成生
物資訊、醫學工程兩組招生。101學年度，博士班成立醫材科技
產業組（產博班）。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組
醫材科技產業組
全英學程

完整學制

生物資訊組
醫學工程組
全英學程

一般生
碩在職專班
全英學程

博士班

碩士班

大學部

1+4 
產博班

4+1
5年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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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本系學生畢業須修畢並通過校、院、系必修課程、精準醫療
學程或智慧醫材學程其中之一的所有課程。

生物資訊組課程規劃

醫學工程組課程規劃

為增加學生跨領域知能，除了上述學系課規課程外，畢業
前需要修畢一跨校/系跨領域學程或是他系學程。非正規課
程畢業門檻還包含須通過中文、英文、資訊等能力測驗以
及取得專業證照等。



專任師資

美國西北大學電機工程與電腦科學博士
現職:
亞洲大學校長
亞洲大學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名譽教授

榮獲國際電機與電子工程師學會院士 (IEEE Fellow)
及許多國際學術榮譽肯定。

蔡進發講座教授領導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的創
立與成長，帶領系上師生進行研究，獲得許多整合
型計畫支助，學術成果亮麗。

蔡進發講座教授

分散式即時系統、軟
體工程、人工智能、
知識管理系統

胡若梅 教授 (兼系主任)

分子微生物學、分子
生物學、遺傳學、生
物資訊

微陣列數據分析、蛋
白 質 交 互 作 用 、
microRNA功能與癌症

吳家樂 特聘教授

癌症基因體學、疫苗設計、
系統生物學、全民健保資料
探勘

張培均 副教授

詹雯玲 副教授 王昭能 副教授 陳鯨太 助理教授

生物資訊、系統生物學 語意計算、自然語言處理、
系統生物學、生醫資訊

生物資訊、計算蛋白質
體學、人工智慧、演算
法設計



專任師資

樓靜文 特聘教授 宋昱霖 副教授 胡文品 副教授

蘇文郁 助理教授 沈育芳 助理教授 何佳哲 助理教授

醫護用紡織品、功能
性紡織品、紡織工程、
醫療與保健複合材料

生醫元件研究、聲光元
件研究、生醫電子研究、
奈米光電子研究

醫學工程、生物感測、
生物光學、生物力學

積層製造與生物列印、組織
工程、生醫材料、奈米材料、
表面修飾、藥物釋放系統

細胞與分子生物學、
醫學工程、生醫影
像

生醫陶瓷材料、組織工
程與再生醫學、環境敏
感型水膠

Rathinasamy Baskaran 助理教授 陳玉菁 副教授

雙硫鍵預測、共病性分析、機器學習細胞與分子生物學



生物資訊組發展領域

醫學工程組發展領域



亞洲大學多維列印高效材料研發中心

https://3dprinting.asia.edu.tw/

利用資訊、設計與工程技術，開發創新3D列印產品及雲端醫療平台，幫助
國內外弱勢醫療區域提升醫療水準及生命品質，成為世界級優質醫療創新
平台及建構 跨國際及跨領域之創新醫材中心。

整合醫療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整合基因檢測、疾病治療、日常活動、癒
後追蹤等數據，結合人工智慧能協助臨床醫生準確地選擇出適合病人的
標靶藥物及相關治療方案，以降低罹病風險，提高病人存活率。

亞洲大學精準健康研究中心

https://aupm.asia.edu.tw/zh-tw/

學系領域成立校級研究中心

學系教師參與並組織成立校級研究中心，強調集中資源、跨域合作，
申請並執行大型研究計畫，除了帶領本系學生進行研究外並開設跨
領域學程，強化同學理論與實作能力。

暑假可至亞大附醫、中醫大附醫相關單位實習，除此之外，全系教師和
業界亦有深厚產學合作，皆可安排同學前往實習。
學系課規可選擇７＋１或３＋１學制，同學大學期間可長期至業界實習，
畢業即就業。
職訓局醫療３Ｄ列印學程幫助同學提早了解業界。
碩士在職專班，提供業界人士專業再進修。
博士班醫材科技產業組，培育業界所需高階人才。

專業實習



結語

醫工領域包含極廣，亞洲大學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
系由數位醫材人材培育作為起始，著重於將資訊方法
帶入醫療產業，由傳統統計法到機器學習延伸到現今
的人工智慧，讓醫院智慧化、醫療精準化。更名之後
更增聘多位醫學工程領域的師資，增加傳統醫材人材
培育，更將積層製造與多元材料的概念帶入醫材開發，
使醫材應用更廣，更智慧化。

想要了解更多，請至本系網頁並加入FB、IG、Line 好
友，按讚訂閱及分享。

系網: https://bime.asia.edu.tw/
電話: （04）23323456 轉 6193



2.2.1 臺安醫院 醫學工程課

臺安醫院是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所屬醫療機構,
遍及全球六百多所姊妹醫院之一,1949年在教會策劃和
政府全力贊助下,由上海遷移來臺北-創院人米勒耳醫師
以「藉傳揚福音與醫治疾病來追隨耶穌基督的榜樣」
為精神籌劃並創設「臺灣療養院」於1955年3月28日
恭請蔣宋美齡夫人親臨剪綵正式揭幕。後來因醫療範圍
擴增,更名為「臺灣療養醫院」。
1971年起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醫院除了醫療工作外,
也加入社區保健的工作,因此原使用的英文院名亦
即更改為「Taiwan Adventist Hospital」。直至1985年
因原建築不敷使用,於原址興建新醫療大樓,並於1987年
落成啟用,因此得以提昇醫療品質,倡導保健觀念,將院名
變更為「臺安醫院」1994年本院經行政院衛生署評鑑
晉級為「區域教學醫院」,2009年配合醫療法人成立,
全銜變更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同年本院更榮獲行政院衛生署「新制醫院評鑑」
特優最高榮譽。
醫院規模

總樓面積：35,841(平方公尺)。
員工人數：約1,120人。
病 床 數：379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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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工課發展沿革
民國85年，臺安醫院從總務室工務課
獨立，成立醫工課，主要負責院內醫
療儀器維護、採購評估、汰舊換新、
協助醫院相關評鑑。民國86年起，積
極透過醫工課部門教育訓練培育醫療
儀器維護、保養人才，節省保養費用
支出及維修費用，配合院內政策，通
過I.S.O-9001 、 I.S.O-50001 認證
並連續通過三次J.C.I評鑑。

臺安醫院 醫學工程課

醫工課配合各項評鑑需求，制定各項
醫療儀器保養週期，每年例行性統計
各項醫療儀器相關故障並依序排列，
配合品管部門制定醫療儀器品質指標
。為病人安全，各項醫療儀器均依
I.S.O規定需有標準件量測，記錄於保
養記錄單。

民國106年，配合院方醫療儀器維修、
保養資料e化，引進醫療設備管理系統，
目前院內醫療設備只要輸入「財產編
號」即可知道該設備之維修、保養狀
態，後續持續發展為圖示方式，可使
管理者更清楚了解醫療設備維修、保
養之動態資訊。



2.2.2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醫工室
Antai Medical Care Corporation Antai Tian-Sheng Memorial Hospital, Department of Medical Engineering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下列簡稱安泰醫院)位處屏南地

區，為衛服部核定之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及轉診總召集醫院。在

急重症照護資源的提供上，除24小時急診、手術醫療外，另設置

有心血管照護中心、腦中風照護中心、創傷照護中心、癌症治療

中心及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本院秉持「信賴、滿意、關懷、

希望」的理念持續努力，為鄉親提供一個健康的生活環境。現正

積極規劃坎頂分院及長照園區，提供急性、亞急性、安寧、精神

及長期照護之完整醫療體系。

醫工室發展沿革

民國103年安泰醫院醫工室從總務室獨立，正式成立醫工室
後，主要負責本院醫療儀器維護，積極培養醫院本身之儀器修復
能力，以做到快速、確實、經濟之維修原則，發揮醫療儀器最大
功能，成為院內醫護團隊最強的後盾。

本院醫工除基本儀器維護保養外另再於醫療儀器設備評估、
點驗收、汰換等方式提供院方醫療儀器設備之評估參考。

醫院規模
★總樓板：24644.5 m2

★總病床數：648床
★員工人數：880人

採購評估

採購

驗收維護

報廢

◆設備規格、廠牌、型號、數量
◆設備功能、維護、安全性

◆採購內容及議價內容
◆保固
◆維護方式

◆廠牌、規格、數量
◆原廠出產證明
◆設備維護資料
(教育訓練、維護手冊…等)

◆維護計畫
◆保養計畫
◆校驗計畫

◆報廢流程
◆報廢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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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醫工室編制行政組長1名及工程師3名，每位醫工個人負責

區域依年度律定保養時程定期進行保養及校驗，醫療儀器設備維護

保養完成後，需各單位簽章確認並登錄院內資產管理系統，始可視

為保養校驗完成。除了保養及校驗，醫工室每年亦會進行盤點，以

確保各單位之儀器妥善保管。

本院針對醫工同仁亦鼓勵自我進修，除不定期安排醫療儀器教

育訓練外，近年因應資安議題參加儀器資安管理相關訓練課程，以

提升醫療儀器在資訊安全方面的風險判斷能力及管控。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醫 工 室

院址:928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210號
電話:08-8104913 #1625

嬰兒保溫箱保養 醫療儀器教育訓練 水銀式血壓計校驗

醫療儀器維修室 Revolution CT 8K-HD
全身全景電腦斷層掃描儀

Revolution EVO HD-CT
極速高畫質電腦斷層掃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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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醫學工程室

• 屏東基督教醫院是1953年起由一群來自美國、挪威、芬蘭的宣教士醫
護人員所建立，是基督的愛激勵他們為台灣擺上二十、三十年之久，
樹立「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的優良傳統。屏基從不起眼的小診所，
蛻變成擁有600多床的區域教學醫院，一路行來，不僅守候南台灣民眾
的健康，在台灣外科、骨科、50年代傳染病醫療發展、物理治療史及
助理護士教育上，更寫下一頁頁令人動容的醫療史。

• 屏基秉持宗旨「藉著 神的愛與能力，經由醫療等服務，恢復人的健康
與尊嚴。」致力於醫療服務人性化、健康促進社區化、專業設施優質
化、經營管理合理化，朝成為倡導與實踐全人關懷的卓越醫院邁進

• 醫院規模
• 總樓面積包含:

• 路加(門診)/馬可(醫務)

• /約翰(慢性病)/馬太(行政)

• 韓偉(急診)大樓/瑞光院區

• 病床數:670床

• 員工人數:1400人

•

• 醫學工程發展沿革

• 屏基醫學工程組（簡稱醫工組）成立於民國100年7月，成員共計四位
(組長及三名工程師)並持有專業技師證照，負責醫療儀器設備的定期維
護、校正保養、教育訓練及維修管理等業務，以確保醫療儀器設備功
能與操作正常，達到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且符合醫療機構設置標準
及相關法令規定與業務需求。

• 本組依據衛生福利部醫療器材風險程度制訂儀器管理規範，屬於緊急
與病人安全相關之重要儀器設備（如心臟電擊器、輸液幫浦及生理監
視器等設備），依照儀器設備計畫表執行預防性定期檢查、保養和校
驗事宜。

-醫學工程組

2.2.3



• 按照維護規章制定標準作業流程(SOP)執行操作，醫學工程師依據維修保養
後實際情形處理，如達報廢汰換條件每年編列太舊換新預算，相關委外維護
保養合約儀器設備，按照保養合約內容規範管理執行，確保設備的醫療品質
與安全的目標。

• 醫療儀器交機與驗收，設備採購評估與設備安裝及廠商管理等均為單位醫工
人員常規工作內容，經常舉辦臨床使用單位與醫工人員之教育訓練；在內部
也不定期檢討與改善會議，為提醫療儀器的昇妥善率與醫療運作。

• 且為因應儀器故障時之緊急處置流程及重要儀器設備維護合約廠商緊急聯絡
叫修電話，訂有標準作業三階「醫療儀器設備假日/夜間緊急請修流程」規範
(SOP)，以確保病人的安全與臨床單位運作正常。

•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 醫學工程組

• 院址:屏東市大連路60號

• 電話:08-7368686

  

醫工師的教育訓練 設備安裝配合 使用單位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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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111年2月23日通過受託辦理醫療器材技術人員教育訓練
認證之申請一事。

來文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3.1食藥署核准辦訓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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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2022 醫學工程研討會－物聯網醫療應用與資訊安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2022-03-25

地點：台北南港老爺行旅(無邊際會議室)

3.2 2022 醫學工程研討會物聯網醫療
應用與資訊安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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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榮譽理事長請益會議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2022年 4 月2日 (星期六)

3.3 榮譽理事長請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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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屆 韓 偉
第2屆 韓 偉
第3屆 李俊仁
第4屆 李俊仁
第5屆 尹士豪
第6屆 王正一
第7屆 王正一
第8屆 張冠諒
第9屆 張恒雄
第10屆 張恒雄
第11屆 高 材
第12屆 鄭國順
第13屆 林康平
第14屆 林康平
第15屆 蘇芳慶
第16屆 蘇芳慶
第17屆 陳家進
第18屆 王兆麟
第19屆 王兆麟
第20屆 賴健文

醫工學會歷屆理事長 前排左至右：王正一、賴健文、
張恒雄、林康平、王兆麟

後排左至右：楊世偉(第20屆副
理事長)、蘇芳慶、陳家進、鄭
國順、高 材

醫工學會會旗左至右：許瑞廷
(第20屆秘書長)、楊明治(第20
屆副秘書長)



會議名稱：醫療器材技術人員教育訓練套裝課程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4/16、4/23、4/30

地點：視訊會議

授課講師群：王舜民、張世明、陳美芬、簡向岑、劉守宣。感謝講師群
協助第一場TTQS典範課程

3.4醫療器材技術人員教育訓練套裝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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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博宣寧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活動日期：110年05月12日(星期四)

活動地點：台中集思文心會議中心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107號4樓)

3.5生理監視系統與資訊安全應用研
討會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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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會員委員會內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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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會員委員會內部會議

日期： 2022年 3 月16日 (星期三)

地點：視訊會議



會議名稱：臨床工程-醫器資安委員會聯合會議

日期： 2022年 5月6日 (星期五)

地點：視訊會議

3.7臨床工程-醫器資安委員會聯合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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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JMBE 編輯委員會 (2022) 內部會議

日期： 2022年 5 月12日 (星期四)

地點：視訊會議

3.8 JMBE 編輯委員會 (2022) 內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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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會員委員會內部會議

日期： 2022年 5 月16日 (星期一)

地點：視訊會議

3.9 會員委員會內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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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知名醫療器材代理商博而美深耕醫療器材產業36年餘，
致力提升國內醫療資源 與環境，深刻體認醫療器材產業人才培
育之重要性，長期贊助中原大學發展醫學工 程人才有成。今年
4/26~4/28期間適逢大專排球聯賽（UVL）公開組第一級決賽於
中原大學舉行，博而美更進一步延伸，首度贊助這項相當受到
年輕人喜愛的賽事活 動，助中原大學辦理賽事品質更完善，並
與年輕學子有了更多元的接觸。

博而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鄧先毅董事長表示，疫情
令大眾有感於整體醫療產 業發展完善的必要性，其中醫療器材
是輔助醫護人員判讀及維繫生命的重要工具， 許多疾病的發現
和診治十分依賴器材的臨床應用。他指出，在醫材的臨床使用、
維 護、教育訓練等面向，每一個環節都需要專業人才的投入，
才能支持第一線醫療行 為精準的執行，增進醫病關係。

鄧董事長強調，秉持著為生命服務的理念，博而美長期投
入台灣醫療器材產業的人 才培育，與多所大專院校攜手產學合
作計畫。今年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才注意到醫 材領域，因而跳
脫往常偏重產學合作的方式，難得有機會投入到這麼熱血的排
球運 動賽事中，和年輕學子們一起吶喊加油，期待運動帶給人
健康，也讓更多年輕人注 意到醫材領域的發展機會。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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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中原大學舉辦大專排球聯賽 為青年選手熱情應援

自1988年成立至今已舉辦33屆的大專排球聯賽（UVL），今年
移師中原大學舉行公開組第一級決賽。作為中原大學多年合作
夥伴的博而美，首度贊助並特別為賽事訂製專屬毛巾，讓參賽
選手可盡情在場上揮灑汗水，為賽事加油。鄧董事長表示，博
而美已持續20年捐助中原大學，公司內更有16位中原大學醫工
系校友和近二十位同仁曾參與中原大學EMBA，與中原大學可
說是淵源深厚。中原大學排球校隊在UVL比賽屢獲佳績，博而
美也看見台灣排球風氣的盛行，這次透過贊助台灣大專院校最
高級別的排球聯賽，不僅要推動校園及企業內部的運動風氣，
以鼓勵所有選手持續突破自我、創造更好的表現，更展現博而
美想深化企業與學界合作的理念

企業運動會關懷員工健康 與前線醫療人員並肩防疫

贊助學生運動賽事之餘，博而美也十分重視員工健康，藉由
公司周年運動會推廣內部運動風氣，傳遞對員工健康的關懷，
並凝聚團隊向心力。此外，公司亦有許多主管與年輕員工自
主參加馬拉松訓練班或運動社團，帶動同仁間的運動文化。
在疫情持續維持警戒下，與醫護人員並肩作戰的博而美亦不
忘為台灣醫療人員應援。2020年起博而美即多次捐贈防疫物
資，包含血氧機、防護衣、消毒擦拭布及無線手持式超音波
等，盼藉此舒緩醫療人員緊繃的工作壓力，為防疫團隊提供
堅強應援。因為身為醫療器材廠商，經常得24小時待命，為
全臺各地的醫療院所順利運作全力以赴，遇有緊急需求或儀
器運行不靈時，不論白天黑夜都是立刻趕到現場解危，更
明白第一線醫護人員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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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排球校隊合影，球員配戴之口罩與手持之
運動毛巾均為博而美為此次賽事訂製。

博而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與衛福部臺北醫院、邦特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金百 利克拉克台灣分公司，於2020
年5月25日舉行防疫物資捐贈儀式。左4為博而美創辦 人
暨董事長鄧先毅，左5為臺北醫院徐錦池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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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