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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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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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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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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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醫藥大學牙醫學系教授
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學位學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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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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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合照 (2021.02.20)

學會秘書處幹部與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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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
工程系

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6段1018號
(04)2631-8652，分機4300~4302

弘光科技大學秉持著「以
人為本、關懷生命」的辦學理
念，強調專業技能與人文素養
並重，啟發學生對生命的省思，
進而尊重生命、關懷社會，以
「健康與民生領域的頂尖科技
大學」為願景，並以「培育具
健康與民生知能及增進社會福
祉的優秀人才」為本校使命。

弘光醫工系旨在培育學生具備紮實的
工程實作技術與基礎的生物醫學知識。為
符合現今產業發展，本系將培育醫療健康
機構醫學工程人才、醫療器材的設計製造
與認證人才、與醫療器材整合服務導向所
需之醫學工程人才，以提供目前及未來市
場的需求。

本系教學品保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IEET)之「技術教育認證(Accreditation
of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TAC)」，
學歷受國際認可，畢業生未來在海外升學
或就業皆受到保障。

願景與使命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2.1.1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Hungku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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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醫工系是一門與醫療器材的研發、製造、 包裝、滅菌確

效、臨床上市、法規認證、維修保養等最相關的專門科系，
因此是一門整合物理、數學、工程技術、生物科技與臨床醫
學，形成跨生物醫學與工程領域的學科，需要橫跨不同領域
的專才，整合其知識與技術並應用於生物醫學之探索。

本系設有四技日間部8班，專任教師8人。本系強調理論
實作的結合與應用，特規劃四大專業實驗課程、專題實作、
醫療產業 實習等課程，並包括「生醫電子與影像」以及「智
慧型輔具科技」兩大模組專業課程；並輔導學生考取醫學工
程師、自動化工程師等專業證照，以培育醫工專業人才。

本系沿革
本系於民國96年獲教育部核准招生後成立籌備處，由本

校當時的工學院院長王茂齡教授擔任籌備處主任，環安系周
偉龍副教授兼任組長，陽明大學醫工所高材教授為諮詢委員，
與校內張炳華助理教授、吳錫昆助理教授一同積極進行師資
遴聘、課程設計、與實驗室建置等工作，並於97年09月招收
本系第1屆學生。99年09月第3屆起增編為2班學生。

弘光醫工系重要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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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於2011年首次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以下簡稱IEET)之工
程教育認證規範(EAC，AC 2004+)。順應產業需求以及技職體系強
調學用合一與實作技能，本系於107學年度成功申請轉換為技術教育
認證(以下簡稱TAC)，並通過TAC2019週期性審查，成功獲得6年認
證(通過認證週期2019年8月1日至2025年7月31日止)。本系課程經
由持續性改善，強化學生實作實務技能與產業鏈結以培養技術性專
業人才，落實學用合一與產業接軌。

通過IEET認證的學程受國際認可，可於海外申請升學或就業，
因此學生在學時期的教學品保以及畢業後的發展皆受到保障。同時，
IEET認證也透過持續監督學程改進機制的執行成效，協助學程提昇
其教學品質持續改進。

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 畢業生出國升學就業有保障

弘光醫工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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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醫工系專任師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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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模組課程 培養學生醫工子領域專業技能
本系專業課程除基礎數理、生物醫學類課程外，專業選修課程以「生醫電子與影像」以及

「智慧型輔助科技」二大模組為主軸，並輔以醫材安全法規認證與臨床工程等相關課程，專業課
程豐富多元，為學生規劃完善的學習路徑。

弘光醫工系招收普高與技高學
生，普高端以理工醫類組為主，
技高端以機械群、電機與電子
群為主，其中110學年度新增
動力機械群。
【機械群】機械、鑄造、模具、板金、機電、
製圖、生物產業機電、電腦機械製圖等科。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電子、資訊、控制、
冷凍空調、航空電子、電子通信、電機空調
等科。
【動力機械群】動力機械科、農業機械等科。

五大教學實驗室訓練學生具備動手實作能力

本系共規劃建置5間教學實驗室
(醫學影像與資訊實驗室、醫學
電子實驗室、生物力學與輔具
科技實驗室、自動化工程與控
制實習場、生醫感測技術實驗
室)，除供同學課程實驗操作外，
亦提供教師研究及學生實作使
用。

生物力學與輔具科技實驗室醫學電子實驗室

醫學影像與資訊實驗室 生醫感測技術實驗室自動化工程與控制實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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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每位專任教師皆具有醫
工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或學經歷，
並主持個人研究室，積極爭取產
官學研計畫、指導學生申請相關
專題計畫與專題實作、參加國內
外學術研討會並獲得眾多專題競
賽類獎項，實作成果豐碩。本系
學生皆具備紮實的專題實作實務
能力，畢業生除學以致用投入醫
工相關產業外，國內外升學表現
也相當亮眼，歷屆皆有多位畢業
生錄取並就讀國內外碩博士班，
邁向中高階醫工專業人才。

為培育學生於在校期間深化
醫工職場能力，自105學年度起
入學本系之四年級學生將至國內
醫療院所或醫療產業相關業界進
行全學期校外實習 (14週，560
小時)。校外實習為本系最後一
哩的專業課程，除可強化學生在
醫工專業場域的專業能力、提前
體驗醫工職場的各個面向外，也
可幫助應屆畢業生無縫接軌導入
就業職場。

專題實作與各類競賽，培育學生具備紮實的實作能力

2020優遊臺中學

2020優遊臺中學

生醫化學實驗2019技職大玩JOB

2019優遊臺中學

生醫電子實驗

109學年度智科院專題競賽 2018教育部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2019技職大玩JOB生醫化學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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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學期校外實習，幫助學生了解醫工產業脈動，畢業銜接就業

感謝醫工部門主管規劃實習課程，帶領學生學習醫療設備之維修保養校驗程序

帶領學生校外教學見習大體解剖課程 帶領學生校外參訪，了解醫工產業趨勢

全學期校外實習提早見習醫工職場，培育學生具備動手實作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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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2020智慧醫療創新科技應用研討會 109學年度智科院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會

主辦2018創新資訊與安全之
醫療器材全生命安全週期管理競賽 帶領學生參加印度2019 PPTIA創意競賽

培育五育均衡與醫工專業優質學生，協助規劃未來職涯發展

爭取主協辦各項會議與競賽，鼓勵師生發表學術研究成果

醫工學會 10



大葉大學醫工系於109學年度成立，設有大學部及醫材碩士學位學程，除教
導學生具有醫材系統工程方面的知識外，更期許學系發展方向能符合產業要求，
教師可輔導業界提升技術及培育醫學工程相關人才，並提供學生就業機會。

本系是整合工程、生物醫學、醫學電子與資訊及臨床應用的教學方向，以工
程方法解決生物醫學問題，致力於實現醫學普及與智慧醫療的目標。本系的教學
方向分成三大類: (1)智慧醫療與醫學影像 (2)醫學材料與應用 (3)醫療產品設計與
研製，其教學內容包含基礎醫學、實作課程、影像處理、生物力學、電腦繪圖、
智慧醫療臨床、AI、醫學感測元件與技術、醫療儀器與量測、生理訊號與感測、
臨床工程、生理電子與穿戴裝置等知識，是在醫學領域不可或缺的專業職能。在
師資及設備部份有足夠資源教導學生學習醫學工程相關知識。

本系配合三個領域的教學方向，學校設有『AI人工智慧研發基地』、『鍍膜
研發基地』、『長照與智慧輔具研發基地』培養學生將是醫療產業領域的搶手人
才。本系與多家醫院及企業聯盟，且採實務性教學，學生可以到中部醫院或生醫
公司實習與就業。老師帶領學生與相關企業產學合作，研發智慧輔具與醫療器材，
或開發生醫材料、生醫電子、生醫感測等元件與製程技術，表現優異學生畢業後，
可經面試至合作公司擔任研發、製程、設備開發工程師等。或擔任國家公職如技
術類別的醫學工程職組，行政類別的衛生環保行政職組、醫務管理職系，未來就
業機會多且薪資高，就讀本系前景相當被看好。

2.1.2 大葉大學醫學工程學系
Da-Yeh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系所介紹

系所特色 : 提升業界技術與培育相關人才

本系為因應全球趨勢化醫療產業的發展與升級，現今專任老師多年來與北
中南醫院(台大、台中榮總、彰基、秀傳及奇美等醫院)產學合作，完成智慧輔
具系統開發、醫學影像處理技術、辨識系統、生理訊號處理、醫療輔具與3D

設計及生醫材料相關議題…等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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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彰雲嘉投區域並沒有相關醫學工程等科系，此區域高中學生必須到相距
較遠地方就讀，間接造成區域發展失去平衡，尤其彰化、雲林、嘉義、南投地
區有產業及生醫公司需要醫學工程學系相關專長人才到該公司或生醫工司就業
與協助提升技術之產學合作，並推動地區學習合作。本系老師可以帶領學生習
得醫學工程領域的專業知識，配合產業發展故規劃調整本學系的課程方向與強
化學生學習內容，進行跨領域整合生醫及系統設計各方面課程，如:電子感測、
影像技術、生物材料、醫療輔具設計、AI技術特性等，納入學生學習課程，本
系設置學士班與碩士班，有利學生可以學習銜接與發展目標。

本系目前與多家生技醫療相關公司簽訂產學合作及支援業師備忘錄，並與5

家醫院簽訂實習場域及聘醫院人才為專案教師，然而彰化地區教學醫院(彰基醫
院、秀傳醫院)的醫療資源豐富及充足醫學與臨床經驗，但須工程相關的醫學工
程學系合作，促進學校與醫院共同培訓醫學工程人才，將畢業生投入中彰投雲
嘉的企業就業，創造產業的蓬勃發展。為使本系發展特色更為廣泛，將加入資
訊工程、影像處理、穿戴生理訊號、及系統設計等知識與技術，使學生所學習
知識領域更寬廣，培育學生正式成為具有醫學工程之專才，擴大學生未來就業
機會。未來學生可以報考『醫學工程師』、『醫療器材設備工程師』、『臨床
工程師』、『IoT物聯網實務應用工程師』。

與彰化醫材公會策略聯盟

智慧床技轉穎西工業公司

與中榮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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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育目標、特色與課程介紹
本系整合工程技術、AI、生物醫學科技與臨床應用的教學方向，教導學生基

礎醫學、醫學影像、生醫材料、生技醫等知識，致力實現醫學普及與智慧醫療的
目標。在大學部課程以厚植醫療產業為基礎，培育具備創意、專業、研發和系統
整合的特質，培養有就業競爭力的醫學工程師。大一、大二著重於基礎科學課程
的學習(必修)，在開始延伸到醫學工程專業核心課程(1)智慧醫療、(2)醫學材料與
應用、(3)醫療產品設計與製造，讓學生可以了解自我未來的發展方向，也藉由專
題研究來獲得解決實際遭遇到問題之訓練，期許學生在畢業可投入相關領域並與
所學做結合研究。

基礎科學課程(為必修課程) :普通化學、微積分、醫學工程概論、普通物理/物理
實驗、普通生物學、機率與統計、工程圖學、普通化學/化學實驗。
核心課程(為必修課程) : 醫用生理學 (含實驗)、解剖學、醫學工程數學、
工程力學、醫學材料工程導論、生物運動力學、醫療器材設計導論、計算機概論、
醫學工程實驗、醫學儀表與測量 (含實驗)、醫學訊號與系統 (含電路學) 、生物統
計學、科技論文導讀、臨床醫療概論、專題研究。
基本課程 : 每位學生於畢業前須完成下列校訂畢業門檻。
1.通識課程18學分
2.中英文能力檢定 (多益成績須達400分或CSEPT 170 分)

3.資訊基本能力檢定(須通過TQC測驗)

4.大葉服務學習 50小時、職場實習暨體驗10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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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醫學工程系的教育理念強調的是理論與實作並重，藉由專題實作的必修課
程，指導教授親自教導專題生們研究與實驗的方法。本系也鼓勵學生們將專題實
驗所獲得的成果，積極參與校內專題競賽、創意競賽、國際發明展(台北發明展、
香港發明展、東京發明展、韓國WiC創新發明大賽…等等)。

師生互動

本系積極引進業界師資協同教學，增進師生與企業界互動機會，掌握實務
脈動與潮流趨勢，加強相關領域專業人才整合。並與國外醫學相關系所之大學
院校結盟，經學術交流與交換師生，以提升本校師生之國際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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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老師會帶領學生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 (ThinFilms conference 、
ISPlasma/IC-PLANTS conference、ISSP conference、IUMRS conference…等等)、
國內學術研討會(醫工年會、材料年會、鍍膜年會、機械年會…等等) 以及科技
部大專生計畫補助。讓學生獲得學習與研究的良好態度，並充份達到「學以致
用」的效果。

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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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介紹

本系師資涵蓋生物醫學、材料、機械、資訊及電子等工程領域專家學者，致力
於智慧醫療、醫學影像、生醫訊號感測、醫材設計開發等相關研究及課程教學，積
極培育學生具備醫學工程知識及臨床經驗，以提升學生未來就業與升學機會。

賴峯民
特聘教授兼主任

吳宛玉
教授兼研發長

李義剛
副教授

王偉凱
副教授

廖淑娟
助理教授

歐信良
助理教授

劉勇均
助理教授 盧炫綸

助理教授

複材加工與應用技術、最佳化設計、醫療輔具研發、
加工與製造、智慧輔具系統整合、移位擺位系統、
醫療法規與檢測、表面科學與改質、電腦輔助繪圖、
電腦輔助分析

薄膜與鍍膜技術、表面科學與改質、材料科學與工程、
磁控濺射技術、低溫薄膜製程

金屬加工與焊接、醫用器械開發、材料分析與檢測、
疲勞與損壞、加工與製造、設計與最佳化、真空硬銲、
電子束銲接、熱處理、非傳統加工製程、航太特殊製
造技術、科技管理、系統工程管理

醫用光電元件與材料開發(發光二極體、有機發光二極
體、半導體雷射、奈米光電元件..等)、抗腐蝕半導體
材料與製程技術、寬能隙半導體材料開發

人工及合成生醫材料(金屬、陶瓷、高分子等材料之
開發研製及性質分析，薄膜技術、生物感測、生物晶
片)、表面科學與改質、先進醫療保健高分子、生物
材料(來自天然之各種材料，如膠原纖維、幾丁聚醣、
褐藻膠、玻尿酸等)、材料分析與檢測

醫用光電材料與元件、薄膜與鍍膜技術、能源材料與
技術人工及合成生醫材料(薄膜技術、生物感測、生
物晶片) 、材料分析與檢測、電子顯微鏡

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影像處理、工業檢測、計算機
概論、程式設計

生物力學、動作分析、骨科工程、穿戴式系統開發、
物聯網及智慧生醫感測、虛擬實境、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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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介紹

本系教導學生具有醫學及工程方面的知識；成立「AI人工智慧研發基地」、

「鍍膜研發基地」及「長照與智慧輔具研發基地」投入教學，讓學系發展方向更

能符合產業要求，並協助業界提升技術及培育醫學工程相關人才，期許對未來學

生提供就業方向更寬廣。依教學方向分類，其實驗室與設備簡述包含：

AI醫學影像實驗室

AI人工智慧研發基地

智慧醫療與醫學影像

DDGX Station 主機、VM伺服器
主機、iMac、AI伺服器等

光電材料與顯微結構分析實驗室

醫學材料與應用

細胞培養實驗室

生物醫學檢測實驗室

直立式高壓滅菌器、無菌操作台、精密培養箱、細胞培養室、

精密迴轉式低溫恆溫振盪培養箱、殺菌釜、大氣電漿系統、

離心機、倒立型顯微鏡、磁控濺射系統、真空濺鍍系統、

SEM、XRD、OM、化學氣相傳輸系統、拉曼檢測儀、光學

特性量測儀、熱像儀、接觸角檢測儀、化學清洗櫃等。

生醫電子與生理感測實驗室

生理訊號智慧感測與應用

訊號產生器、示波器、各式生理

訊 號 感 測 器 、 Arduino 、

Raspberry Pi 、 IMU 、 EMG 、

HRV、足壓感測、AI伺服器等

3D 列印與繪圖實驗室

醫用材料疲勞檢測實驗室

醫療產品設計與研製

萬能拉伸機、壽命測試機、Fo量測儀、雷射定位機、恆溫恆

濕機、硬度計、烘箱、3D列印機、3D掃描系統、衝擊測試

機、奈米粒徑分析儀、高速脫泡離心機、無響室 (測試聲壓)、

氣體透過率測試儀、馬汀戴爾磨耗試驗機、電腦繪圖軟體等

長照與智慧輔具研發基地

美律電聲材料實驗室

鍍膜研發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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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規劃與就業市場

產業界、研發界
本系學生職涯規劃可以區分為：繼續升學、職場就業、擔任公職。

• 選擇求職之畢業生可選擇生技公司(長欣生技公司、杏合生醫、優你康光學、
均賀科技…等)，及電子光電產業(友達光電、凌嘉科技、泰谷光電、美律
實業(股)公司…等)就業。熱門職缺：AI軟體工程師、醫療法規認證工程師、
製程工程師、品質工程師、研發人員、品質研發人員…等。

• 醫院之研發單位(台中榮總、秀傳、彰基、奇美…等)，或財團法人研發單
位 (工研院、塑膠中心、金屬中心或國家實驗研究院…等) 。

學術界
• 畢業後可選擇繼續在國內外深造，在學術界上貢獻知識。
• 升學方向之國立大學：台灣大學、陽明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

中央大學、中興大學、中山大學、雲林科技大學…等。

擔任公職
• 技術類別：醫學工程職組、醫學工程職系
• 行政類別：衛生環保行政職組、醫務管理職系

醫院端：
• 醫學工程師、臨床工程師、醫療器材設備工程師

大葉大學醫學工程學系網站 https://dbe.dyu.edu.tw/

若有任何問題，請直接與我們聯絡
(TEL：04-8511888 轉 2620、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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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處台灣中部的彰化基督教醫院（簡稱彰基）是歷史悠久的醫療中心。
1896年由英國來台的蘭大衛醫師與梅鑑霧牧師，以彰化的教會禮拜堂為診療
所，開啟醫療傳道的契機。125年來彰基積極服務、付出，成就多項榮耀。
彰基接受多項國內外評鑑、認證，以強化並提供病人完善的疾病照護品質。
本院宗旨「醫療、傳道、教育、服務及研究」期勉全院員工，為了加強員

工的認同與實踐，將此精神真正落實為彰基人的服務精神，提昇彰基人之氣
質內涵－謙卑、溫順，引用聖經約翰福音十三章1-17節「耶穌為門徒洗腳」
的故事作為醫院的院徽，提醒彰基人不但要為人洗腳也要彼此洗腳，以夫子
為學生洗腳的精神來詮譯我們服務的本質和精神。

醫工部歷史沿革
1982年因應醫療科技發展，籌劃成立儀器組，隸屬工程部，主要負責

院內醫療儀器修護， 1993年升格為醫學工程部(簡稱醫工部)。秉持著專業
（Profession）、可靠安全（Safety）、顧客與成本（Customer & Cost）
三個核心目標而努力，負責儀器規格與預算編列、驗收、維修、保養、閒
置、報廢等作業，業務分工為三組，依序為開刀房組(負責手術室內設備)、
放射影像組(負責放射類設備)及儀器群組(負責洗腎機、呼吸器、生理監視
器等)，分工精緻化達到醫院儀器管理目的。首先以病人安全為首要，確保
醫療品質與維護效率以降低醫院維護成本。2016年起儀器維護業務委由專
業維護公司服務迄今。

彰基儀器共約6千台，每年1萬多件維修案、8千件保養案，維修保養費
用約1億，依照醫院營運需要編列預算進行汰換、增購、新購儀器。

院方支持發展智慧醫療，提供場域運用AIoT技術，合作建置生理監視
器、呼吸器、洗腎機及麻醉機等物聯網系統，提供精準警報降低警報疲乏
及建置資料庫主機提供大數據以發展 AI/ML應用服務，進而推展Smart 
Pump雙向連線系統，透過智慧醫療來減輕醫護人員負擔。

2.2.1 彰化基督教醫院-醫工部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醫院規模
門診量：提供約65餘類醫療次專科醫療
服務，2020年門診人次約1,290,292人
次。

急診量：提供24小時急診服務，2020年
急診人次約83,864人次。

病床數：急性床數約1,444床。
員工人數：約5,06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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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基部份醫工業務委由賀康生醫服務，於彰基總院編制22位駐點人員，負責彰基
總院醫療設備的預算申請評估、規格開立、採購評估、設備驗收、維護保養、報廢評
估等整個儀器生命周期的監督與管理。於分院亦派駐適當人員，負責各分院醫工相關
業務。
當醫院新購入大型儀器設備時，從房間工程的規劃與環境評估、單位協調、卸貨地

點的安排、進場動線的規劃及防護、安裝時的監督與協調，醫工皆須參與其中，以期
使新購的儀器能順利上線運作。

對學校相關科系實習生的實務教學，亦積極安排專精醫工技術人員帶領學習，除
了能夠強化本身的職能以外，將相關知識傳承給學弟妹，從此途徑獲得職場上經驗與
科學新知。

於彰基總院與國外友邦醫療院所交流合作上，對於各邦交國派員來院學習交流的
醫工人員，亦善盡職能所學，教導其對於醫療設備的維護與管理知識，對醫工在醫院
的職責有所認識，並實際應用於該國醫院，促進技術外交領域。
因應院內的儀器設備潛在風險，定期舉辦危機教育訓練，使相關設備在發生重大事

故時，醫工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處理相關的危機，避免危機事件的擴大或傷及人員。不
定時辦理內部教育訓練，不論是對於新進人員或是資深人員，提供教學相長的方式，
能更精進本身的技術能力。
在醫院安全方面，賀康生醫秉持著以病人安全為中心的精神，將服務態度文化根植

於員工，並積極增進員工福利。秉持以基督為門徒洗腳的精神服務於醫院患者需求，
期能建立安全舒適的醫療環境以創造雙贏。

友邦醫院醫工交流大學醫工實習生實習

大型設備的點收與進場

部門內訓，教學相長。

醫療儀器管理流程

危機教育訓練

賀康生醫股份有限公司-醫工駐點服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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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創設於1895年，前身為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臺中病
院」，曾是台灣中部唯一的結核病專屬醫院。

我國公立醫療體系歷經百年歷史，本院與臺大醫院同屬首批成立的公立醫院，迄
今已服務126年，從日據時期掌理中部地區主要診療工作的台灣總督府臺中病院，演變
為光復後中部地區醫療重鎮的臺灣省立臺中醫院，至今發展成急慢性並重、具區域級教
學醫院規模之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本院善盡公立醫院任務，以社區民眾需求及老人照
護發展為導向，近年來積極投入社區服務：包含成立A級長照服務中心、全責式日照中
心、建立居家醫療和失智共照平台，提供整合照護，建構以醫院為基地，延展社區無縫
服務，發展成溫馨、安心、創新、便捷、精實的典範區域教學醫院。並以提升急重症服
務、通過品質及教研認證，為病人、家屬提供全面性的診療照護，朝向完整的社區及長
照服務體系為願景，努力邁進。108年本院新建長期照護大樓，此座大樓是醫療接軌長
照服務的典範，提供出院準備、急性後期照護、住宿型照護、日間型照護等多種照顧服
務，也針對特殊疾病的患者提供專業照護服務。

省府時代院區景觀 醫療大樓

健康促進大樓 長期照護大樓

年代 歷史重大事項
民前16年 日據時代：民政支部診療所。

民前14年 診療所更名為臺灣督府「台中病院」。

民國14年 直轄於台灣總督府，稱為「府立台中醫院」。

民國34年 臺灣光復後改稱「台灣省立台中醫院」。

民國86年 醫療大樓改建完成。

民國88年 改隸「行政院衛生署台中醫院」。

民國89年 通過醫院評鑑，成為「區域教學醫院」。

民國93年 榮獲行政院服務品質獎

民國95年
成立台灣第一座中央實驗室系統
榮獲國家品質獎

民國97年 健康促進大樓落成啟用。

民國98年 通過ISO-18001認證。通過WHO-HPH國際認證醫院。

民國101年 榮獲優等區域醫院評鑑。取得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

民國102年
改制為「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榮獲內政部102年度友善建築特優級醫療設施&示範標竿醫院

民國103年 榮獲臺中市各級醫院健康促進總動員金杏獎

民國106年 榮獲勞動部106年度「金安獎」評選優等獎。

民國107年 榮獲公共工程委員會-第18屆公共工程「金質獎」。

民國108年 長照大樓啟用。

民國109年 通過職安ISO國際雙認證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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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總務室醫工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B2%BB%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4%B8%AD%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5%90%E6%A0%B8%E7%97%85


本院醫工組編制總務室轄下，醫工組是醫院內的醫療支援單位，負責保
養維護全院之醫療器材，運用工程與管理的知識及技術，處理以病人安全為
中心議題的醫療器材相關事務，並積極培養本身之修護能力，期使做到迅速、
確實、經濟之維修原則，發揮醫療器材最大功能。

醫工組辦公室位於健康促進大樓9樓，現有編制含組長一位，醫工師二位，
分別通過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臨床工程師及一般醫療設備技術師甄試，
以及通過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電子資訊相關技能檢定。

以「病人安全為中心」的是本院的核心目標，不断提升醫療器材品質來
確保病人安全和提升醫療服務品質是醫工組的使命。為有效檢測儀器設備性
能並維持其準確性，醫工組陸續購置電池測試器、漏電安全檢測儀、急救用
醫療儀器分析儀、電刀能量分析儀組、用電安全分析儀、生理訊號模擬器、
血氧濃度監測分析儀、呼吸器分析儀、耳溫槍檢測器、輻射偵測儀、示波器、
轉速計、電磁波測定儀、風速計、噪音計、砝碼、拉力計、紅外線溫度檢測
儀等設備。

配合衛生福利部提升醫療儀器規格整合精進計畫，本院醫工組陸續支援
偏鄉地區的部立醫院進行儀器設備保養檢測，歷年支援過金門、澎湖、旗山、
恆春、嘉南等醫院。

電燒機在職教育訓練 查驗許可證、進口報關單

運用檢測校具校驗醫療儀器 醫療儀器採購交貨、驗收

聯絡方式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電話：04-22294411 轉 5918 醫工組
傳真：04-22229517
Email：daniel@gps.tw

醫工學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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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紀念胡威志老師

故人略歷
胡威志於1955年11月22日生於台南市，家中排行老大，父親是台糖高級技術人員，母親是衛

生局護士，下有弟弟威廉現居台中、妹妹舜文現居美國田納西州。
在台求學階段就讀台南新營國小、興國國中、台南一中、中原理工學院醫學工程系。大學畢業後在
母校擔任助教一年，後赴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攻讀碩士、博士，並於1990年取得學位。
1991年回台在中原大學醫學工程系執教二十九年，2020年底退休。威志教學研究孜孜不倦且樂在其
中；且於2011年至2016年期間在學校國際處擔任行政服務工作，帶領團隊推展國際兩岸交流事宜不
遺餘力。

威志高中在台南一中唸書時期住在天主教聖心會所提供的百達學生宿舍，不僅接受教會給予
的照顧關愛，同時在此青春年少時期結交許多一輩子的好朋友，還一起在大學階段加入百達山地服
團，進入屏東霧台鄉山區駐點協助，這期間的學習付出豐富了他年輕的生命。因在百達同屆同學中
排行最小，遂成為大家兄弟口中的「老么」。
1981年年初他拎著一口皮箱抵達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求取更高學位時，開始了另一段炯然不同的人
生經歷。課堂上的知識學習之外，威志也勇於嘗試並融入異鄉的新生活；並以自身的經驗奠定了樂
於助人和結交朋友的熱誠，朋友不論中外人士、老老少少都能相處融洽。他寬容直爽不拘小節，樂
於分享歡樂，是大家口中的「胡哥、胡兄」。

威志於1988年與文瑤在美國相識相知相愛，1989年結婚共組家庭，撫育一子一女。1991年自
美返台後開始在他的母校母系任教。29年的教職及研究生涯，與學生維持亦師亦友的關係，鼓勵學
生參與各種兢賽建立自信，無數的學子現今已是社會中堅，在多方領域中發揮專才，他是學生口中
的「胡老師、老胡、胡老大、胡帥」。

2011年受程萬里校長邀約加入中原國際事務中心及國際處團隊，為拓展兩岸及國際學術文化
交流努力；他盡心盡力不畏辛勞，常常親身帶領團隊奔走各國學校，開創各領域校際合作計劃，並
增加學校生員，創下亮麗輝煌成果。

2020年八月底威志感覺腸胃不適，在多次細密檢查後先後發現肝腫瘤和大腸腫瘤，做了大腸
腫瘤切除後開始進行化療、標靶、及免疫療法的治療。無奈治療作用不顯，肝腫瘤持續長大，漸漸
影響其他器官功能，二月二十七日早晨離世。

生病治療期間他依舊維持大家所熟悉的正面與樂觀直到生命的最後ㄧ刻。他始終沒有怨言沒
有懊悔，該做的能做的他都已竭力完成，心中充滿感恩；並於二月二十日在醫院接受平鎮浸信會受
洗儀式，在天父的祝福下更加平靜安樂地走完他的一生。

胡威志弟兄，於2021年02月27日安息主懷，將遵照父親遺願進行追思告別。謹擇於2021年03
月18日早上10:00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至真1廳》舉辦追思會，敬邀兄弟姊妹蒞臨，一同追思與
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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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8 與王正一、林康平前
理事長請益＠台北

04/08 與鄭國順、陳家進前
理事長請益@台南

03/18 賴健文理事長頒發感
謝獎牌給王兆麟前理事長＠
台北

3.2 前理事長們請益會議

04/10 與高材、林康平
前理事長請益＠台北

04/08 與蘇芳慶前理事長請
益@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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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2021醫工學會專業證照推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暨跨專
業委員會座談會
日期：2021/03/20
出 席：賴健文、朱湘麟、王正一、高材、林康平、鄭國順、楊

世偉、朱湘麟、陳信泰、張韶良、姚俊旭、蔡明慈、陳
祥和、賴忠裕、曾明吉、林恆欣、趙台駿、楊明治、廖
哲暐

貴 賓：黃秀芳 立法委員 (前排左四)、莊競程立法委員(前排右三)

3.3 醫工專法(委員聯合會議)



重要討論事項：

案由一：. 推動申請勞動部技術士檢定(醫療器材技術士)

決議:

1. 由蔡明慈、楊世偉、賴忠裕三位委員成立推動工作小組，標竿目前已有的技術士檢定考試
(筆試及術科實作測試)。

2. 再由學會秘書處協辦行政申請程序。

案由二：推動(醫工師)立法或修法

決.議:

A:依莊競程及黃秀芳二位立委指示，重啟立法。

B: 整理立法資料，一個月內提供立法草案供立委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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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臨床工程研討會

主辦單位：美敦力醫療產品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2021/04/16

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3.4 臨床工程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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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生理監視系統與資訊安全應用研討會

會議名稱：生理監視系統與資訊安全應用研討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博宣寧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21/04/29

地點：林口福容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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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中國工程師學會各專門學會秘書長會議

日期：2021/04/14

地點：中國工程師學會台北會址

出席人員：工業工程學會、環境工程學會、防蝕工程學會、結構工程學會、
大地工程學會、國際電機電子學會、材料科學學會、價值管理學會、生物
醫學工程學會 秘書長

3.6 中國工程師學會各專門學會秘書長會議

重點記錄：
中工會與各專門工程學會 110 年聯合年會於 6 月 4 日假中油國光廳舉行，年會以
「數位轉型，工程先行」為主題，響應政府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發展政策。本次
特別安排了 3 場專題演講，邀請工研院李世光董事長主講「數位科技驅動產業創
新」、中華電信郭水義總經理主講「 5G 數位轉型，工程結盟先行」及中研院陳
建仁院士主講「從 C OVID 19 推動全球經濟與科技的轉變」歡迎各專門工程學會
鼓勵所屬會員踴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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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醫療器材資通訊安全委員會內部會議

會議名稱：醫療器材資通訊安全委員會內部會議

日期：2021/04/18

地點：視訊會議 (張韶良主委主持)

出席人員：林英凱、邱吉良、施志杰、唐呈良、許朝淵、陳信泰、劉明彥、
鄭文宗、賴忠裕、賴法文、張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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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女性醫學工程師委員會內部會議

日期：2021/04/10

地點：視訊會議 (江青芬主委主持)

出席人員：申斯靜、江青芬、李文婷、林淑萍、徐瑋勵、蔡明慈、劉珏珊

重要討論事項：
案由一：訂定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女性醫學工程師委員會簡則(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該草案內容由江青芬主委與劉珏珊委員共同草擬，提請委員審議。
決 議：完成草案修正討論(請參照附件一)，擬提送5月份理監事會議審議。

案由二：提名委員會之副主委與執行秘書人選，提請討論。
說 明：為利委員會順利運作，提請討論適合人選。
決 議：副主任委員-李文婷，執行秘書-蔡明慈。

案由三：女性醫學工程師就業調查方案建議，提請討論。
說 明：為了解國內醫工相關系所女性畢業生流向，以及國內醫工職場之女性就業發展
狀況，擬建議進行調查，以利後續擬定相關策略推動女性醫工師職涯發展。
決 議：1.建議由學會發文至國內醫工相關系所，請系所提供畢業生流向調查等相關資
料做為參考(需注意個資問題)。2.學會可由會員名單中調查女性會員目前就業發展狀況，
相關調查內容(含表單設計與調查時機…等)經本委員會後續討論後呈報學會核定後實施。

案由四：年度交流活動規劃與建議，提請討論。
說 明：為凝聚與推動女性醫工師之職涯發展，擬安排於2021醫工年會第一天議程中午
時段為｢女性醫工師交流餐會｣，擬邀請四位傑出代表進行分享(請參照附件二)。
決 議：經委員討論決議推薦以下四位來自學界、醫院與產業各領域代表。
學界代表：徐善慧(國立台灣大學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產業代表：李郁宜(科林國際助聽器股份有限公司前副總經理)
產業代表：劉珏珊(FDA class法規線上學院執行長)
醫院代表：申斯靜(佛教大林慈濟醫院企劃室暨國際醫療中心主任)

3.8 女性醫學工程師委員會內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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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會員委員會內部會議

日期：2021/04/20

地點：高鐵烏日站高鐵食堂會議室 (謝明發主委主持)

出席人員：林鼎勝、林淑萍、姚俊旭、許瑞廷、曾靖孋、劉哲文、謝明發

重要討論事項：
案由一：修訂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會員委員會簡則，提請討論。
說明：最近版本(如附件)為102年3月10日於理監事會議通過，本次會議擬增修內容，提
請委員討論。
決議：會員委員會簡則第二條第五點中”加盟學會”定義宜再釐清，決議由謝主委於理監
事會議提出討論釐清後，決定是否修正。

案由二：提名委員會之副主委與執行秘書人選，提請討論。
說明：為利委員會順利運作，提請討論適合人選。
決議：推薦副主委由臺北醫學大學曾靖孋所長擔任，執行秘書由慈濟大學劉哲文老師擔任。

案由三：如何增加醫工學會的會員人數，提請討論。
說明：為擴大學會服務對象，請從學界(含在學生)與產業界需求與未來發展討論。根據學

會的統計，目前會員分類為永久、團體、個人與學生會員四大類，總數為1974人。
每年醫工年會註冊人數約在500-800人之間。除了學術會議以外，每年度規劃臨
床工程研討會，主要參加對象為醫院服務與產業人士。

決議：
1. 研討會規劃多聚焦產學合作，可以增加產業界會員人數。
2. 學生會員可以在poster section評分，增加學生會員參與與向心力。學生加入會
員只要申請入會完成填表送出，在醫工年會及研討會即可以學生會員報名費收費。
3. 建議簡化學生會員報名流程。
4. 補助學生會員參與校際體育競賽報名費。
5. 建議簡化系統申請入會流程。
6. 目前各學術單位外籍教師與外籍學生人數日益增多，建議增加英文版申請表，
以及使系統相容身分證字號以外之號碼，以利外籍會員招收。

3.9 會員委員會內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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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臨床工程委員會內部會議

會議名稱：臨床工程委員會內部會議

日期：2021/04/30

地點：視訊會議 (陳信泰主委主持)

出席人員：陳信泰、張韶良、朱湘麟、曾明吉、黃書彥、勞寬、莊建勝、
賴忠裕、李順良、施志杰、邱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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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JMBE編輯委員會內部會議

會議名稱： JMBE編輯委員會內部會議

日期：2021/05/08

地點：視訊會議 (林康平主委主持)

出席人員：林康平、徐善慧、葉秩光、林育德、黃執中、杜翌群、賴穎暉、
林政鞍、傅鐵城、許瑞廷、林靜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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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證照相關聯合委員會內部會議

會議名稱：證照相關聯合委員會內部會議

日期：2021/05/12

地點：高鐵烏日站餐廳 (賴健文理事長主持)

出席人員：賴健文、陳信泰、王家鍾、朱湘麟、林康平、楊明治。

2021/05/11會前會(弘光科技大學)參與人員：黃文鑑(智慧科技學院院長)、
生物醫學工程系老師：蔡明慈、鮑建國、藍日昌、陳信介、廖本義、陳
郁琪、常閎智、賴忠裕。生物醫學工程系助理：童思瑜、周宏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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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活動預告：2021醫工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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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會議日期：2021/11/19～11/20

地點：中興大學

網址：https://taiwanbmeconf.wixsite.com/home

https://taiwanbmeconf.wixsite.com/home


博而美公司的『新儒商精神』

代理事業廣 醫界覆蓋率高
博而美公司的醫療事業共有五大事業體，除了設備與器材的進口代理之
外，並由原廠認證之專業維修人員提供完善的售後維修保養服務：
⚫ 醫學美容通路事業部：代理國外之光電雷射科技以及醫學美容相關

之產品，目前主要代理原廠為美國Cynosure、 Apyx Ｍedical，以
色列Alma、Viora等國際知名光電雷射大品牌，近期亦代理韓國知
名原廠PRP集團之玻尿酸針劑。

⚫ 牙科通路事業部：是BIOLASE在台灣目前唯一正式簽訂合約合法授
權的代理商，專利的水雷射可將切割牙齒、骨頭及牙齦的疼痛及出
血降到最低，博而美牙科團隊身為牙科雷射領域的領頭羊，持續將
最先進的技術推廣到全台各地。

⚫ 影像血管通路事業群：代理的產品涵蓋了放射科與心臟內外科的影
像醫學相關產品，另包含了提供影像判讀的顯影劑、高階醫療診斷
級螢幕與介入性治療的全系列產品。其中的介入性治療產品線，博
而美代理多家國際知名品牌，提供周邊血管、心臟血管與腦血管治
療的完整服務。

⚫ 大外科通路事業部：代理腦神經外科重要的手術耗材，包含腦脊髓
液引流管、腦膜修補產品與腦壓監測系統。在2019 年加入了人工真
皮產品線，可再生缺損的皮膚組織。

⚫ 大重症通路事業群：代理銷售醫療院所之急重症單位相關醫療設備
及消耗材料。服務範圍囊括了急診、加護病房、心導管、呼吸治療、
急重症單位、麻醉科、開刀房、檢查室、病房、健檢等單位。

5.1 博而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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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商精神與四塊論
博而美企業的核心價值為「專業」、「團隊合作」、「誠信」、「承諾」、
「持續成長及進步」，在實踐上更加上社會企業責任中的ESG -環境
（Environment）、社會（Society）、治理（Governance），三個面
向的考量。在每一樣醫療服務的背後，面對的是每一個莊嚴的生命個體，
因此『為生命服務』這樣的企業概念就是博而美所有員工共同信守的企業
使命。博而美公司永續經營的價值及精神大綱分為四個層面，稱之為四塊
論：
⚫ 第一塊：持續維持具競爭力的組織及治理營運模式。
⚫ 第二塊：儒家思想的德行涵養。博而美公司將貫徹儒學教育，強調術

德兼備及行善之基本精神，訓練永續經營的賢才執行謀道的工作。
⚫ 第三塊：特別成立永續經營新儒商計畫，企業給予同仁『全人教育』，

而促進員工『終身學習』，以實踐立身、立德、立命的目標。
⚫ 第四塊：『活水計畫』，訂定釋股方法，讓受到肯定的員工成為企業

的擁有者。而活水計畫所分配的特別股，於同仁退休或離職後一定期
間內，由公司實價買回，同仁因此得到經濟上實質的回饋，公司也得
以再繼續發給後進有貢獻的員工，猶如涓涓活水不止息，企業藉此永
續經營下去。

以人為本 放眼未來
台灣人越來越重視追求自信及生活品質，再加上高齡化社會的來臨，無論
是醫美市場或是整個醫療界，必定繼續蓬勃發展，博而美承諾將會繼續提
供最先進、安全、高品質的產品與服務。提到公司未來的願景，除了以成
為全台灣醫療器材經銷體系中，最具規模、最優質的公司，打造具競爭力
的企業營業能力、獲利能力為目標。 2021年預計將啟動一連串的「企業
社會責任」專案，包含與大專院校共同合作培育人才，以及捐贈醫療產品
至醫療資源缺乏的偏鄉，幫助有需要的人。期待這個以生命尊嚴為終極關
懷的企業文化，能夠經由傳承及創新，永續經營下去，將博而美共同努力
的成果持續回饋到個人、公司、醫療界和社會身上，促成幸福員工、幸福
企業、幸福社會的共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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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而美公司辦公室 博而美公司員工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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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薪企業有限公司創立於西元1985年，為一私人獨資企業，公司的
營運宗旨為提供優良產品、服務客戶、加強專業、團隊服務、向下
紮根、共創雙贏。負責經營團隊背景以維修工程師，呼吸治療師及
軟體工程師為主。
主要營業項目有：
●醫療儀器專案研發設計 ●各國醫工檢測儀表
●醫療儀器設備檢測維修 ●用電安全檢測和各種儀器功能檢測

一、S.P.L /  Fluke / BC Group

1、多相位電擊器能量分析儀

DP-300  Function Tester

DP-600  Function Tester

Impulse 7000

2、血壓&心電圖訊號模擬器

ES-300 ECG Simulator

TBH-400 Function Tester

3、電刀分析儀

HF-400  Function Tester

4、神經和肌肉功能刺激測試儀

STIMU-600 Function Tester 

立薪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02-2955-5104     FAX：02-2955-5094    

Email：sales@liesien.com.tw    

住址：220-68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457號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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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立薪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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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luke / 美國 ProSim 8

Vital Sign and ECG Patient Simulator

多功能生理訊號模擬器

三、BC Group / 美國 FSX-1101

Digital SPO2 Simulator

血氧濃度模擬器

四、 Radcal Accu-Gold+ 

X-Ray Function Tester

五、OSTEOMETER DTX-200

雙能量 DEXA  X光骨質密度量測儀

六、IBP   HDM97

Reference Meter

洗腎機參數測試儀/ 水質測試分析儀

七、L&S/STIMULITE 蜂巢式輪椅墊

八、Rossmax 手指型血氧濃度計

SB100     SB220    SA210

九、RESMED S Series 

AutoSet-Elite/APAC & H5i-ROW

睡眠障礙專用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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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