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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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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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傳醫療體系、羅東博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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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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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合照 (2022.07.01)

學會秘書處幹部與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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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合照 (2022.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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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本系簡介

生物醫學工程乃以工程的原理、材料或方法來應用在生物或醫學
的領域，以解決相關問題，達到創新價值目的。有別於生物科技
是以生物的手段來進行生物程序或生物體的改良與製造。它將工
程技術與醫學相結合以提高醫療水平，幫助患者得到更好的照料
以及提高健康個體的生活質量。基本上，生物醫學工程涵蓋了幾
乎所有的工程範疇，可應用在所有的醫學與生物領域，是一個高
度整合與應用導向的領域。

生物醫學工程可以同時滿足您對工程與醫學之跨領域的學習興趣，
並從非臨床醫學途徑對生命與健康產生更多更廣的直接貢獻。全
球高齡化社會來臨與慢性病患人口增加，促進醫療照護之高度需
求，也促使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與產值逐年創造新高；全球醫
療器材發展趨勢也朝向微小化、可攜式、客製化與資訊電子化等
方向發展，是一個具有高附加價值的醫療產業。

當今的台灣醫療器材產業如同20年前的電子產業，成為一個人才
需求高度成長且最具有前景的行業，同時醫療器材也是政府政策
擬定生技產業發展為相對優先輔導的重點產業。生物醫學工程跨
領域整合學習除了可以學習多樣專業領域，更是企業領導的重要
條件，跨領域人才是未來就業市場上的寵兒，生物醫學工程是跨
領域研究的先驅。

醫學
電子

生醫
材料

生物
力學

醫學
影像

醫學
資訊

復健
科技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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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領域0２.
專任教授

01.鄭友仁/講座教授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生醫材料、磨潤科技、智慧與永續製造、奈米技術、
電子製程

02.蘇芳慶/特聘教授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生物力學、步態分析、人體動作生物力學、肌肉力學、
復健工程

03.張憲彰/特聘教授
日本國立東北大學應用化學博士
電化學、生物感測器、分析化學、生醫材料與細胞組
織工程、微奈米量測

04.陳家進/特聘教授
美國范德堡大學醫學工程博士
醫學工程、神經工程、生醫訊號分析、肌肉神經控制
系統

05.張志涵/教授
美國萊斯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醫學工程、骨科生物力學、牙科生物力學、有限元素
分析、電腦輔助工程

06.鄭國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醫學影像處理與分析、生醫電阻抗、醫學電子應用與
置測

07.陳天送/教授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醫用超音波、眼球運動、醫療儀器設計、系統控制

08.葉明龍/教授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醫學工程博士
軟骨組織工程、血管組織工程、金屬生醫材料、骨骼
生物力學

09.黃執中/教授
中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博士
醫療儀器、醫用超音波、生醫電子

10.莊漢聲/教授
美國普渡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生醫奈/微流體技術、奈/微機電製程、生醫感測技術、
微生物力學分析

11.邱文泰/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基礎醫學博士
細胞訊息傳遞、活細胞離子與分子造影、細胞凋亡、
癌症抗化性與轉移

12.陳芃婷/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博士
科技管理、科技創業與創新管理、生物科技與生技製
藥、技術商品化

13.楊閎蔚/教授
長庚大學化工與材料工程博士
奈米生醫材料、智慧藥物輸送、微針診療、生醫感測、
核酸藥物工程

14.郭榮富/副教授
美國愛荷華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醫療器材専利與法規、技術創新、牙科及骨科醫療器
材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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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林哲偉/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生醫訊號處理、慣性訊號處理、穿戴式載具設計、嵌
入式系統設計

18.涂庭源/助理教授
國立新加坡大學機械生物學博士
微流體、腫瘤微環境、三維細胞培養、循環腫瘤細胞、
快速成形技術

19.楊岱樺/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博士
肌肉骨路生物醫學研究、應用醫學影像、醫療器材研
發、骨科分子生物學

20.范景翔/助理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博士
治療用超音波、藥物遞送、超音波對比劑開發、影像
處理

21.周鼎赢/助理教授
英國牛津大學工程科學暨生物醫學工程博士
多孔力學、傳輸現象、機器學習、影像處理、生醫感
測器、計算流體力學

22.楊子賢/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生物醫學資訊與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系統生物學、
生物系統控制

15.吳炳慶/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基礎醫學博士
轉譯奈米醫學、高值醫材設計與新創

16. 杜翌群/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博士
生醫系統整合、生醫訊號處理、數位醫療、醫療機械
人

01.林宙晴/教授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醫學工程博士
神經電生理學、神經生物力學、神經再生

02.李澤民/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材料工程博士
生醫材料、生醫工程、人工植體

03.吳佳慶/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博士
組織工程及再生醫學、細胞生物力學、血管重塑

04.林彥呈/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博士
產品設計、人因設計、介面設計、人工智慧、虛擬實
境、感性工學使用性

05.許曉芬/副教授
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法學博士
智慧財產權、醫療相關法律、生物科技法律、創新創
業法治議題

06.吳柏廷/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博士
創傷骨科、微創骨折固定手術、手外科、微創人工關
節置換

合聘教授

07.林建宏/助理教授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壓電複材力學、黏彈性力學、微觀力學

08.熊彥傑/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工程博士
藥物傳輸系統、藥物動力學、生物醫學材料、再生醫
學



01.蔡明世/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博士
神經外科、頭部外傷、腦內出血、腦瘤

02.蔡宗霖/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基礎醫學博士
奈米轉譯醫學、腫瘤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生物化學

03.陳俊延/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博士
微藻科技、生質能源技術、生化工程、微生物發酵工
程、光纖應用

04.林倩如/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博士
復健科學、醫療器材及輔具、動作分析、骨科生物力
學

兼任教授

招生訊息＆獎助學金0３.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大學部每年招收一
般生34名，碩士班38名，醫療器材
創新國際碩士班6名，以及博士班13
名。本系與產業界素有深厚的關係，
不僅擁有豐富的資源與卓越的名聲，
且畢業生一直是企業界的最愛。本系
不斷推動英語授課，並與世界一流學
府進行國際交換學生；積極鼓勵教師、
研究生進行頂尖學術或是高度產業應
用價值的研發。

招生訊息

獎助學金
本系十多年來多位系友、前輩及教授
長感念母系悉心培育，回饋母系設置
相關獎助學金，如:「周有禮名譽教
授勵志獎學金、周伯禧醫師兄弟妹念
慈獎學金」、「杜元坤先生獎助學
金」、「安介南智慧健康科技創新獎
學金」、「王穗清女士紀念獎學金」，
期望鼓勵本系所表現優秀之學生以及
協助家庭清寒、急難救助之學生能安
心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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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核心課程

普通物理、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微積分、工程數學、英文、
程式語言、生理學、解剖學、生物統計、動力學、專題討論、
科技論文導讀、醫療器材專利與法規、醫學工程創新與創業

生醫電子與醫療影像

電路學、電子學與實驗、自動控制、
醫學儀表與量測實驗、嵌入式系統、
數位影像處理、醫學影像處理、醫學
影像系統、醫學資訊與影像系統、微
處理機、生醫 光電理論

生物力學與復健工程

生醫材料與組織工程
材料科學導論、生醫材料導論、高分
子材料導論、生醫材料與力學實驗、
材料力學、材料分析、生物化學、細
胞生物學、有機化學、藥物劑型與遞
藥系統

醫療器材創新設計與商品化

醫學工程導論—醫療器材創新啟蒙、
醫學工程實驗—醫療器材創新實作、
醫學工程創新與創業、醫療器材創新
設計、醫療器材專利與法規

運用數學、科學、生物醫學與工程知識的能力

核心能力

執行實驗設計與數據分析的能力

強化工程實務與應用專業工具的能力

設計醫工系統與熟悉臨床醫療器材運作的能力

培養專案管理、跨域整合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發掘、分析與處理問題的能力

認識全球時事與培養持續學習的能力

理解專業倫理、社會責任與多元觀點的能力

04／核心課程

解剖學、生理學、工程力學、工程圖
學、有限元素、法概論、機動學、機
械設計、臨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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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特色0５.

本系除開授有關生物力學、醫學電子、生
醫材料、醫療資訊及基礎醫學力面之課程
外，同時打破傳統校際與院系的籓籬，提
供醫療器材創意特色課程及實驗，讓各學
院有志於醫療器材研發及創業的學生，經
由醫學工程創意啟蒙與實作課程，以問題
導向方式啟發醫材入門者對醫材開發的興
趣及概念。各院系學生可於其專業領域外，
隨時可進入此一平台修習醫材法規及虛擬
與實作並進的生理解剖/醫學儀器等深耕課
程。在進階課程中，修課學生將與臨床醫
師群共同探究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參與
科學園區醫材生技廠商出題的業界專題，
最 後 與 企 業 家 對 話 的 BioDesign 創 業
capstone等創新課程設計。從臨床需求、
核心技術雛型試製、醫材法規專利、市場
商業模式至衍生公司進入科學園區的創新
研發及創業的一條龍培育課程。

本系以工學院現有雄厚之設備、師資及資
源為基礎，配合醫學院與教學醫院之設備
與師資，訓練培育學生具有工程科學、生
物醫學特殊訓練及研究，以及醫材商品化
之能力，使其能擔當醫療器材開發、設計
與管理之醫工專才；同時訓練及培育臨床
專科醫師現代工程技術，使其醫療、診斷
與研究能臻至國際醫療科技水準。

醫學工程與醫療器材產業是國內新興產業
之一，國家政策將加強國際生技商業發展
人才的培育，強調生技製藥的智慧化研發
及行銷並重策略，醫學工程相關產業之產
值將大幅躍升。本系教師深入產業發展前
線，承接多項校外產學合作研發計畫，專
利與關鍵技術轉移進入業界應用的例子亦
是不勝枚舉。系上定期邀請諸多位於產、
學界活躍的成功人士，透過專題演講以及
工作坊，帶領師生跨界學習。醫療器材創
新設計課程(NCKU BioDesign)，以及醫療
器材創新碩士班更進一步整合業界、醫生、
跨領域學員，進行創新設計實務演練，整
合商品化資源全力育成醫材新創事業。

本系除了每年鼓勵學生參加在世界各地舉
辦的國際性醫學工程相關學術研討會，更
經常與美、日、法、俄、紐西蘭、以色列、
新加坡等國進行多項國際合作研發計劃，
造就許多國際交換學生的機會。為落實學
用合一與提升競爭能力，本系積極鼓勵系
內師生踴躍組隊參與國內外各項競賽風氣
盛行，成績亮眼豐碩，透過這些國際交流，
幫助本系學生培養寬宏的國際觀，與世界
接軌。

A 跨領域整合

B 教學資源豐富

C 學術產業並重

D 鼓勵國際交流

與南加大簽訂MOU



06／生涯規劃

學術研究機構
A

生物醫學工程之教學、研究與推廣

醫療院所之醫學工程師
B

醫療儀器設備之規劃、採購、安裝、保養、
維修與教育訓練

科學園區與科技產業公司
C

科技相關產業之研發、製造與專案管理

醫療儀器公司
D

醫療器材之研發、維修與代理銷售

創業企業家
E 醫療器材的產品開發、平台整合、

法規、市場布局行銷與專利申請

07／未來展望

培育跨領域專業人才之搖籃1

英語化與國際化接軌世界2

推動醫學工程師法案與專業證照3

台灣生醫產業的轉型與發展4

醫工學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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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0８.

國際研討會

大四專題競賽企業參訪

國際競賽

醫工營 迎新宿營

成功啟航，創造不凡

展望未來，我們在此竭誠地歡迎有理想的你
/妳，投入生醫工程的領域，選擇成大，成
功啟航，創造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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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生 物 醫 學 工 程 學 系

【學系特色】

✓ 本系為國立大學第一個招收大學部學生的醫學工程學系，且研

究所已近40年歷史

✓ 課程設計與師資配比都呈現高度均衡性，因此具有跨域訓練的

關鍵成功要素

➢ 大一大二以電子資訊、機械力學以及材料化工三大工程領域圍繞

基礎醫學核心課程

➢ 大三大四結合大型建教合作醫院與生醫產業聚落之特有資源，透

過專題實作與業界實習培養整合能力

✓ 輔以大量科研與產學計畫培養出許多專業與跨域能力兼備的優

質人才，在國內為新興生醫科技產業擔任中堅骨幹，亦有許多

傑出系友於國外大型醫療領域企業或新創公司擔任要職

【教育使命】

科系屬性：整合性工程科系

核心能力：將專業工程知識與技術應用於生物醫學領域, 為改善健康福祉提

出解決方案

教育目標：成為醫學診斷、治療和照護之科研及產業機構之關鍵人才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正式招收大學部學生，

為國立大學第一個創設之醫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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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交大醫工系教學研究領域

【生醫電子】

【生醫機械】

【生醫材料】

以電機電子與程式設計為基

礎，根據醫療需求設計適合

的儀器與管理系統，例如超

音波麻醉針、核磁造影

(MRI)、病患即時監控、銀

髮族照護系統、醫療資訊管

理、聽覺與溝通輔具等，都

是醫學電子常見的應用。

本系醫學電子的研究方向有：

醫療儀器研發/醫療資訊系統

醫學影像處理/磁振造影

醫用超音波與生醫光電系統

穿戴科技開發

AI及生醫大數據

腦機介面科技研究

生醫感測與積體電路設計

聽語與溝通輔具設計/語音訊號處理

以力學、機械與數值分析為

基礎，研發各式醫療與復健

器材之基礎科研、產品開發、

先進製程發展以及測試分析。

本系生醫機械的研究方向有：

骨科/牙科/顱顏植入物設計研發

骨科/復健/牙科生物力學基礎研究

細胞生物力學

生醫雷射工程應用

創新醫療器材/手術器械設計研發

高齡照護/輔具研發/動作控制研究

醫療器材力學法規認證

以化學工程以及材料科學為

基礎，從植入物與再生醫學、

病症診斷與治療、藥物傳遞

與制放以及奈米生醫技術等

面向切入醫學領域，在高度

跨領域之醫財產業裡，扮演

重要的中介整合角色。

本系生醫材料的研究方向有：

高分子與複合生醫材料研發

組織與細胞工程/再生醫學

生醫材料表面改質與分析之研發

奈米生醫材料

生醫感測與診斷材料技術

智慧型與多功能藥物制放技術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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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實驗室

物理實驗室

陽明交大醫工系環境介紹

化原有機實驗室

量測與儀表實驗室電腦教室

學系大廳 學生討論區

【系所公共空間】

【教學研究空間】

【本校共用實驗室】

創創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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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交大醫工系師資介紹

姓名
生醫
電子

生醫
機械

生醫
材料

臨床醫學
及其他

學術專長
(精簡版)

專

任

教

師

朱唯勤 • 醫學影像

江惠華 • 醫學超音波

詹家泰 • 生醫通訊

陳右穎 • 腦機介面

羅俊民 • • 生醫感測

江明彰 • • 神經工程

賴穎暉 • 人工智慧

楊世偉 • 復健工程

林峻立 • 植入醫材

李 泉 • 電漿技術

劉承揚 • 生醫雷射

蔡瑞瑩 • 材料界面

劉澤英 • 奈米醫材

駱俊良 • 藥物載體

劉大中 • 生醫電化學

李卓穎醫師 • 腫瘤醫學

合計 16人 7 4 4 3

兼

任

教

師

鄔蜀威 計算力學

陳高揚醫師 • 心肺生理

蕭慶華醫師 • 遺傳學

楊明偉 再生能源

趙遠宏醫師 • 組織工程

張智銘醫師 • 耳鼻喉微創

謝章興 薄膜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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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交大醫工系課程設計

資料結構 訊號與系統

電子學

光電工程導論

電子學實驗

嵌入式系統

量測及儀表

神經工程

大
學
部
必
修

醫學工程導論 普通生物學 微積分

有機化學

普通物理學 程式語言

化學原理 電路學

工程數學

解剖學

電路學實驗科技論文導讀

材料科學導論 生物統計學

生理學

計算機概論

專題研究

醫療器材上市
法規實作

工程力學
普通

物理學實驗

有機化學實驗

化學原理實驗

解剖學實驗 臨床工程實務 生理學實驗

大學部課程 研究所課程

醫用光電系統

超音波影像

生
醫
電
子
選
修

學碩合班

RFID概論

磁振造影 醫療儀器設計

普及運算

無限區域及
個人網路技術

數位訊號處理

生
醫
機
械
選
修

機動學 材料力學

生物力學

醫學雷射

機械設計

生醫光學

高等材料力學

電腦輔助分析

電腦輔助設計

骨科及
復健生物力學

人體動作分析

復健輔具
設計與製造

奈米表面分析

高階醫療植入物
法規與實務操作

生
醫
材
料
選
修

儀器分析 反應動力學

物理化學 高分子科學

輸送現象 生醫材料導論

醫材表面技術

界面現象 高分子合成

材料科學

奈米生醫工程

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

腫瘤醫學工程

有限元素法

生醫材料

藥物釋放

生物輸送



陽明交大醫工系老師近年的「重要計畫」、「科研成果」
及產學合作衍生新創成果

教師團隊 獲獎獎項

朱唯勤 第十八屆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

林峻立 第十八屆國家新創獎-學研創新獎

江惠華 第十八屆國家新創獎-學研創新獎

朱唯勤 榮獲110年度科研成果價值創造計畫

劉澤英 榮獲106-107年度科技部價值創造計畫

林峻立 榮獲科技部工程司110年度產學合作先導開發型計畫特優獎

江惠華 榮獲科技部育苗計畫「超音波麻醉探針」

林峻立 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臨床新創獎

賴穎暉 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新創精進獎

朱唯勤 榮獲2022年經濟部技術處-TREE創業競賽優勝&評審青睞獎

楊世偉
指導學生獲得2021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全國競賽

- 金獎、最佳人氣獎

林峻立 榮獲2021臺北生技獎之「技轉合作優等獎」

羅俊民 陽明交通大學109學年度特色教學傑出獎

朱唯勤 技轉新創公司唯醫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獲得天使輪3400萬元投資

賴穎暉 指導學生獲得109年度中技社AI創意競賽-佳作

林峻立 指導學生獲得2020 GSIC 全球學生創新輔具競賽-MERIT獎項

陳右穎 指導學生獲得2020醫學工程創意競賽-大專組佳作

陳右穎 指導學生獲得2020立創盃應用論文競賽-實作特別獎

江惠華 榮獲109年度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

醫工學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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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工系畢業後的未來出路

畢業

學術單位

醫療儀器公司

電子與光電產業

化材產業

醫療院所

生醫器材公司

政府/法人

研究單位

政府機關

醫療院所（公國

營）

醫療院所（民營）

公(國)營事業單位

（不含醫療院所）

民營單位或私人企業

（不含醫療院所）

學校非營利法人團體, 1.9%

自行創業, 2.8%

其他, 3.7%

碩士班畢業生

57%

4.7%

5.6%

3.7%

7.5%

11.2%

醫療院所（公

國營）

醫療院所（民營）

民營單位或私人企業

（不含醫療院所）

學校

非營利法人團體 其他

博士班畢業生

28% 8%

20%

4%4%

36%

陽明交大醫工系畢業校友動態

大學部10屆

畢業校友共284人

(其中只有13%就業，其

餘升學或服役中)

碩士班37屆

畢業校友共991人

博士班28屆

畢業校友共1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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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福祉產業的現況與未來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111-113年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彙

整報告指出，台灣將於2025年進入超高齡化社會，高齡者及失能者

的醫療照護需求持續成長，且因人口老化加速，慢性疾病人數增加，

造成醫療支出持續高漲，且新冠肺炎疫情趨動數位轉型，使精準健康

產業成為未來發展趨勢。據推估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的人力需

求占比將由2020年的4.0%增長至2030年的4.6%，為各行業中比例

增長最多的類別。且隨著 ICT 技術與數位科技導入，將促使更多廠商

投入精準健康相關產品與服務，推動創新商業模式的建立。

健康福祉相關產業儼然已成為高齡化與個人化醫學風潮下的經濟

成長動力，本系已在此領域培育出許多優秀人才，未來仍將持續以專

業的教學及創新的研究培育莘莘學子，為持續成長中的未來趨勢做好

準備，瞄準產業需求並進一步引領開創未來！

陽明交大醫工系傑出校友

王奕嵐技術長/嬌生集團(Johnson & Johnson)-醫材子公司Ethicon

李明偉教授/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科技學院院長

吳焜裕教授/臺灣大學食品安全與健康研究所教授、第九屆立法委員

林啟萬教授/臺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系; 工研院副總暨生醫所所長

林雲彬副總經理/科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邱泓文教授/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科技學院副院長

郭士民教授, 張淑貞教授/義守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蔡曉雯教授, 陳祥和教授/長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賴穎暉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黃劍隆總經理/台灣康世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廖建忠副總經理/聯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依姓氏筆畫排序)



台灣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醫學工程室
Mennonite Christian Hospital,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位處人稱後山花蓮的基督教
門諾會醫院，1948年一支由
6、7位外籍醫護人員、傳道
人和翻譯員組成的「門諾巡
迴醫療隊」首次出現在台灣
東部的各原住民部落，以一
輛改裝的美國軍用卡車，載
運美援醫藥品與罐頭、牛奶
等補給品，進入偏遠地區行
醫。

偏鄉醫療服務至今未曾中斷，
最在弱小弟兄身上就是為主
服務。門諾醫院目標－

台灣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醫學工程室

地址:970花蓮市民權路44號
電話:03-8241087

1954年35床的基督教門諾會醫院設立，
1997年升格為總床數超過500床的區域教學醫院。
2001 年後陸續開辦護理之家及產後護理之家，
2010年壽豐分院落成啟用。
美崙總院區：發展急、重症醫學、社區醫學、預防醫學及老人醫學等醫療服務。
壽豐分院區：發展精神復健、長期照護與休閒保健、養生等慢性照護服務。

醫工室同工合照

醫工部門歷史沿革
1996年設立醫工室，編制2員，
2000年變更為醫工課隸屬工
程部，
2021年10月機構組織調整，
醫工課獨立，變更為醫工室，
隸屬行政副院長管轄。
醫工室成員
目前醫工室成員5位，設有主
任一名，醫學工程師4名，成
員大多有醫工學會相關證書
(一班設備技師或臨床工程師)
及血液透析技術員證書。

醫工學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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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醫學工程室
Mennonite Christian Hospital,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醫工人員儀器維護訓練

智能點測儀器交機

商檢局機械式血壓計年度校驗

實習生與醫工室員工旅遊合照

醫工室負責全院醫療儀器的生命週期，
包括預算編列、採購評估、儀器交貨
/驗收、維修、保養、報廢等作業。
因儀器廠商大多在北部，很多設備須
自己維護，為求維修時效性，醫工室
也有購置多項儀器維修/保養用的測
試設備(如:電性安全分析儀、生理監
視器模擬器…)。

另外也提供大專院校醫工系學生到門諾實
習。其中實習是醫工系學生來門諾可以收
穫最多的地方，除了教導學生臨床工程實
務學理之外，更透過資深同仁的帶領學生
親自參與儀器的基礎維修與保養，讓學生
能做中學、學中做，以利學生後可以畢業
後與職場無縫接軌。而學生實習結束前，
本單位會辦歡聚餐歡送學生，讓學生在好
山好水的花蓮留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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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工學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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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醫工課

醫院規模:區域教學醫院

病床數:530床

認證:

ISO9001品質管理系統、

ISO45001職業安全管理系統等

醫工課歷史沿革
本院1999年設立企劃課醫工組，因醫療服務範圍擴展，業務增加改編

至於總務課醫工組，為因應日漸增加之維修及設備評估業務，於2018年升

格為醫工課，隸屬總務室，現編制課長一名、管理師四名，統籌恩主公醫

院、橫溪護理之家之醫療相關業務，負責醫療儀器設備預算編列、採購規

格評估、交貨驗收、修繕、維護保養、報廢鑑定、廠商管理、醫院評鑑、

認證稽核、改善儀器管理等業務，2019年參與院內品管圈活動，2021年醫

院導入M化儀器生命週期管理系統，提升醫療環境安全，獲得「國家醫療品

質智能標章」。

恩主公醫院於1998年正式服務社

會，早期三鶯地區醫療資源相對

匱乏，因此創院之初即以「急診

醫學」與「社區醫學」為發展重

點，20多年來積極深耕在社區、偏鄉、學校之中，辦理義診、篩檢、衛教

講座活動等提昇民眾健康識能，守護地區民眾的健康。

恩主公「以公善之心望世」的宏願，醫院秉持以「照護更多民眾的健

康，就是顧全更多家庭幸福」的信念，陸續啟用復興醫療大樓(1998年)、

中山醫療大樓(2011年)、橫溪恩主公護理之家(2016年)及門診大樓(2020

年)，不斷引進多項重要醫療設備，成立核子醫學科、放射腫瘤科、健檢中

心等臨床服務，積極發展精準治療與癌症治療，提升地區民眾就醫的便利

性。並引進急性腦中風動脈取栓術、頭部血管支架放置術、微創脊椎內視

鏡手術等醫療技術，為中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地區民眾可即早就近治療，

未來將持續提升收治急重症病人能力與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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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工人才的培育仰賴學術與實務的累積，在醫院的支持下每年

寒暑假提供實習名額，帶領在校生瞭解醫院醫工業務概況及實務學

習各科別臨床設備，醫工課同仁除了傳承所學，亦透過教育訓練教

學相長、溫故知新，厚實學術基礎，提升專業能力。

近年來醫院興建大樓與環境改造優化，於臨床單位成立之初，

醫工與相關單位合作全面考量籌劃，包含環境評估、空間工程監

督、醫療動線規劃、設備進場安排等，使儀器設備運作更臻完善，

未來將持續精進，提升儀器設備品質、確保安全，建立一符合社

會期許之宗教醫院。

圖一、院內品管圈活動發表 圖二、PET-CT進場安裝

圖三、在校生實習與在職教育訓練

圖四、衛福部感謝狀



羅東聖母醫院醫學工程室

一、醫工室沿革

「聖母醫院」目前為一所區域級教學醫院，總病床數有655

床。草創初期於1952年，由天主教會士們來台灣的宜蘭羅東鎮做

為他們在台灣出發的起點。1964年籌設聖母護理學校(為目前之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培育優秀護理人員。1982年7樓層

房的住院大樓改建完成，1989年興建十一樓門診外科醫療大樓落

成啟用，2007年重症大樓落成啟用取名為「范鳳龍紀念大樓」，

由於台灣老年化來臨，2017年新建老人醫療大樓，命名為「馬仁

光紀念大樓」。「聖母醫院」對於大蘭陽地區在蘭陽溪以北的礁

溪鄉及頭城鎮民眾醫療上服務，2011年聖母醫院承接礁溪「杏和

醫院」經營，2020年變更醫療機構名稱『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

法人礁溪杏和醫院』。民國42年於澎湖馬公地區設立「惠民醫

院」，民國108年變更醫療機構名稱「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

人惠民醫院」，為現今五層醫療大樓。

整合制度，自111年1月1日起天主教靈醫會董事會設立「法

人行政中心」，整合羅東聖母醫院、礁溪杏和醫院、澎湖惠民醫

院，以聖母醫院為總院區，協同二院分院，作為聖母醫院體系的

延伸，完成醫療及行政體系，水平、垂直之整合。

醫工學會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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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工程室」民國80年於「羅東聖母醫院」成立，111年起隸屬於整合

後體系之「總工程處」下轄之「醫學工程室」(簡稱醫工室)，至今部門成員有

主任、組長及工程師共5人，負責全院區之醫療儀器管理並肩負醫療品質責

任，雖然單位成員不多，每個人肩負醫療器材之管理、維護、保養及合約管理

等工作，以設備之全生命週期管理架構進行，可說是小而美組成之團隊。

對於儀器品質之確保，單位備有相關實驗檢測器材，生理訊號模擬機、呼吸器

檢測儀、電性安全檢測儀、紅外線顯像檢測儀、電子溫度計、電壓檢測儀等。

羅東聖母醫院醫學工程室

專人負責項目取得要求之工作證照，且「中華民國生物醫

學工程學會」為必要之證照要求，目前證照分佈是，一般

設備技師2張、醫學工程師1張及臨床工程師2張。參加之

院外活動，105年至108年「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由「中原大學醫療器材科技轉譯中心」推動的「醫療器材

使用者經驗平台」計畫。內部活動，對於院內醫療品質提

升改善，105年至110年間分別與臨床及行政部門合作組成

之團隊，完成之醫療品質提升工項有，「醫療器材保養提

升方案」、「降低心臟電擊器故障率」、「提昇資產管理

滿意度」、「縮短夜間呼吸器警報異常處理時間」、「運

用HFMEA 改善透析水處理菌落數不合格率」等，皆取得豐

碩之成果。未來展望在醫療工作日新月異，在跟上業界科

技潮流腳步下，唯有汲取新知及參加各型研討會活動，並

將他人之所長作為改變之起點，並內化為組織文化，以提

升整體醫療品質。

單位主管參加院內之委員會有，醫品病

安、感染控制、急重症醫療、手術室管

理、風險及危機管理、生物安全、資訊

管理、醫療儀器、人體試驗等之工作。

二、部門成果

「醫工室」各



3.1 醫院醫學工程師的社會定位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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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醫院醫學工程師的社會定位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111年05月25（三）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B室、視訊會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Op_t-Hrkx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Op_t-Hrkx8


3.2 IUPESM WC2022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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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PESM World Congress on Medical Physics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2022 (IUPESM WC2022)
12 – 17 June 2022
Sands Expo and Convention Centre,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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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IFMBE：VICE PRESIDENT

林康平特聘教授/前理事長高票獲選 IFMBE VIC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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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tu.edu.tw/spotlight/2022/2071_20220608.html

臺大李百祺研發長榮獲IFMBE：Otto Schmitt Award

3.4 IFMBE：Otto Schmitt Award

https://www.ntu.edu.tw/spotlight/2022/2071_20220608.html


https://web.ncku.edu.tw/p/406-1000-243138,r3374.php?Lang=zh-tw

2022 年國際醫學生物工程聯合會，日前於新加坡舉辦國際生物醫學工程年會，並同時舉辦國際
學生醫學工程設計獎（IFMBE Toh Siew Lok Student Design Award）競賽，以紀念前新加坡生
物醫學工程學會副主席 Toh Siew Lok，此次競賽吸引全球大專院校的學生組隊參與，今年競賽
主題，要求參賽團體，針對資源匱乏地區，設計出改善當地醫療保健環境的技術。歷經 4 個月
的競爭，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所組成的「CARE-Valve」學生團隊，以可解釋性人工智
慧，用於快速篩檢瓣膜性心臟病的穿戴式邊緣運算系統，從全球 50 多組學生團隊競爭中脫穎而
出，並在新加坡國際醫工年會現場參與決賽發表及展出，勇奪銀牌獎殊榮。

圖1成大「CARE-Valve」學生團隊以可解釋性人工智慧，用於快速篩檢瓣膜性心臟病的穿戴式
邊緣運算系統，從全球50多組學生團隊競爭中脫穎而出，勇奪銀牌獎。
成大「CARE-Valve」學生團隊以可解釋性人工智慧，用於快速篩檢瓣膜性心臟病的穿戴式邊緣
運算系統，從全球 50 多組學生團隊競爭中脫穎而出，勇奪銀牌獎

「CARE-Valve」團隊，主要來自成大醫工系林哲偉教授穿戴與行動照護科技實驗室博士班及碩
士班學生謝侑良、賴誠信（Febryan Setiawan）、溫子謙、李盈真、吳梓豪、朱俊憲等 6 位同
學共同組成，並由台南市立醫院蔡良敏院長、成功大學醫學院神經科部林宙晴主任和成功大學
醫學院內科部陳儒逸醫師擔任臨床醫學顧問。

3.5 IFMBE Toh Siew Lok Student 
Design Award

成大「CARE-Valve」團隊勇奪國際學生醫學工程設計獎
IFMBE競賽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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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ncku.edu.tw/p/406-1000-243138,r3374.php?Lang=zh-tw


3.6 學會網頁更新電子入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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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1 於學會網頁上新增加線上申請加入醫工學會功能



3.7 醫學工程證書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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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臨床工程及醫器材資通安全委員
會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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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執行:

111/5/26 111-1臨床工程及醫器材資通安全委員會聯席會議

111/8/28 111-2臨床工程及醫器材資通安全委員會聯席會議

111/7/22,29 8/5/12 醫院資安列管醫療儀器資安實做工作坊

• 北中南東，共4場

111/8/19    私立醫療院所協會醫工暨總務後勤研討會(新光醫院)

籌劃中活動:

111/10/      111年醫療儀器資安研討會

111/11/4         2022 Medtronic手術安全研討會(台北)

111/11/25-26  私協工務醫工促委會年會(桃園長庚醫院)

111/12/17       GCBME臨床工程論壇(台北.張榮發基金會)



3.9 醫院資安列管醫療儀器資安實做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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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第二十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名稱：第二十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111年05月25（三）晚上 17：10－19：30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B室、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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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第二十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名稱：第二十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111 年 07 月 01 日 12:00-13:30

地點：視訊會議



3.12 111年度臨時會員大會

會議名稱： 111年度臨時會員大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111年8月20日（星期六）上午11:10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R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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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財務委員會委員會 (2022) 內部會議

日期： 2022年 5 月23日 (星期一)

地點：視訊會議

出席人員: 蔣竣凱/ 張韶良/ 陳信泰

• 討論主題: 醫工學會預算編列辦法與經費收支流程

• 討論內容: 財務委員主要執掌工作項目為對外活動經費募款與資源協調.

• 預算編列與經費收支等流程, 由學會秘書處進行規劃.

3.13 財務委員會委員會內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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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會員委員會委員會 (2022) 內部會議

日期： 2022年 6月30日 (星期四)

地點：視訊會議

會議重點：討論醫工學會新加入會員電子線上入會申請程序

3.14 會員委員會委員會內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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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申請需知

五、入會程序（兩種方法擇一即可）：
方法一：紙本申請入會

於網站上填寫申請表→確定送出並列印紙本→請二位會員於紙本簽名推
薦→寄至學會所在會址→等候委員會與理監事會審查通知→接受審查通知
並繳交會費→完成入會程序(會籍自會費繳交日起算)
方法二：電子申請入會

於網站上填寫申請表→等候委員會與理監事會審查通知→接受審查通知
並繳交會費→完成入會程序(會籍自會費繳交日起算)

https://www.bmes.org.tw/jo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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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活動預告：2022GCBME醫工年會

會議名稱：The 5th Global Conference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GCBNE) 

承辦單位：臺灣大學/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會議日期：2022/12/15 ～ 12/17

網址： https://gcbme2022.ntu.edu.tw/

Important Dates
Conference Date: December 15-17, 2022

Abstract Submission: June, 2022

Deadline of Abstract Submission: August 31, 2022

Early Bird Registration Deadline: October 31, 2022



活動名稱 : 第十屆全國大專院校醫學工程相關科系體育盃賽
活動時間 : 中華民國111年11月19日(六)至11月20日(日)，共兩天
活動地點 : 真理大學
報名日程規劃 :

公布報名相關訊息 : 111/09/24 星期六。
報名開始 : 111/09/24 星期六 09:00。

報名方法 :
A. 報名資料 :

(1) 報名表excel檔:
i. 以校系為單位，統一填入。
ii. 詳見報名流程PPT。

(2) 請統整後，一併寄至2022醫工盃官方信箱:
bmecup2022@gmail.com

B. 報名時程 :
(1) 時程 : 111/09/24 星期六 09:00至

111/10/15 星期六23:59。
(2) 球員更動 :

i. 與報名時間同時開始。
ii. 至111/10/21 星期五 17:00，逾時不候。
iii. 需重寄報名表，並於檔名更新日期。

4.活動預告：2022醫工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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