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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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合照 (2022.09.06)

學會秘書處幹部與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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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醫學工程學院

本學院扮演臨床需求產業化的橋樑，及運用學校豐沛的學術資源及附設
醫院的臨床能量，跨領域整合，精進醫學工程技術，培育理論與實作並
重、符合產業需求之專業人才，接軌全球產學研發展，成為一個具國際
競爭力醫療器材學術創新與產業人才的培育基地。

醫工學院內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的發展重點著重於醫電影像、生醫材料及
智慧醫療之研發，協助傳統產業轉型、異業結盟，加速推動創新創業
（整合生物、醫學、中醫藥、工程，以開創生技產業）；同時協助打造
台中成為尖端生技（細胞治療）、精準醫療（AI+ 大數據、3D 列印）、
智慧輔具等大健康產業聚落，培養產業優秀將才，為臺灣醫學人才創造
前景與希望。

前往學系網址

2.1.1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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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特色

除包含醫用電子、生物力學、生醫材料、醫學資訊、醫材與輔具
系統傳統醫學工程五大領域外，更以精準健康醫療為本校生物醫
學工程發展特色，其中包含兩大方向多維列印與AI大數據。

多維列印：隨著數位製造的技術的進步，三維空間的製造方式也
衍生至多維度的製造技術，搭配組織工程及再生醫學跨領域的研
究，將能夠學習且整合材料、化工、機電、以及生物醫學等不同
領域技術，從醫療臨床困境及產業需求著手，從巨觀的仿生結構
設計，到微觀的組織微環境系統，皆能導入多維列印相關研發技
術，以達到精準醫療之目標。

AI大數據：透過人工智慧(AI)技術對海量般的醫療數據進行預測
與歸納，從中尋找隱含之規律，其成果不僅可用於輔助醫療，更
可發展以全人照護為目標之精準大健康。此外，將AI模型融入醫
療儀器亦成為未來產品開發的趨勢，學習善用大數據探勘工具擷
取有用資訊並善加整合利用，才能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掌握先機。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課程地圖



醫工學會 5

專任教授

陳悅生/教授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生物
醫學工程研究所博士
醫學工程、生醫材料、神
經再生、組織工程

莊曜宇/學院院長

美國哈佛大學癌症生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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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瑞廷/學系主任

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
博士
醫學工程、牙科與骨科生
物力學、醫學影像應用、
醫療器材開發

黃恆立/教授

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
博士
牙科與骨科生物力學、有
限元素分析、電腦輔助設
計與分析、醫學工程、人
工牙根等醫療植入物設計、
抗菌鍍膜研發

林殿傑/教授

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
程學系博士
醫療器材法規、生醫材
料、生醫材料表面改質、
骨細胞及硬組織分析技
術、幹細胞動態受力培
養

蔡豐聲/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數學博士
神經網際計算、機器學
習、神經動力學、非線
性分析

劉沖明/教授

日本國立秋田大學大學
院工學博士
醫學工程、材料工程、
材料強度、電漿工程、
材料檢測

劉彥良/助理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
校生物醫學工程博士
先進螢光顯微鏡技術、
細胞生物學、幹細胞與
組織工程、生物物理、
癌症檢測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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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雁芬/助理教授
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
學系博士
醫用人工智慧、醫學影
像、醫療電子、生醫電
阻抗技術、生醫電阻抗
斷層影像

李建樂/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生醫電子與資
訊學研究所博士
生物資訊學、計算生物
學、次世代定序、資料
庫、分散式計算

林美辰/助理教授
日本國立信州大學綜合
醫理工學研究科博士
醫學工程材料、高分子
複合材料、纖維複合材
料

合聘教授

周立偉/教授(臨床醫師-復健科)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博士
復健醫學、物理治療、輔具設計開
發及臨床試驗、腦中風及神經損傷
後針灸治療、疼痛治療

李正淳/教授(臨床醫師-神經科)
日本東邦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神經學、肌肉及神經遺傳疾病

李光申/教授(臨床醫師-骨科)
英國倫敦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博士
幹細胞研究、組織工程學、細胞生
物學、骨科醫學

姚俊旭/教授
中原大學化學系博士
醫學工程、組織工程、奈米材料、
3D輻射度量、放射診斷儀器

施子卿/教授
大同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博士
高強度聚焦型超音波、電腦輔助醫
療影像分析、高溫腫瘤熱劑量計算、
計算流體力學醫學模擬

孫瑞昇/教授(臨床醫師-骨科)
台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醫
學博士
退化性關節疾病、骨科再生醫療與
組織工程

陳怡文/教授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工業與製造
工程學系博士
3D列印醫療應用技術、生醫材料、
奈米材料及組織工程

趙坤山/教授(臨床醫師-放射腫瘤科)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癌症放射治療、癌症分子影像診斷及
治療、各項特殊癌症治療技術、癌症
免疫細胞治療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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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新生北中南迎新茶會

林進裕/副教授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博士
奈米醫藥、基因藥物與基因治療、
幹細胞與組織工程、骨科再生醫學

謝明佑/副教授
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博士
生醫材料、再生醫學、生物組織列
印、複合式器官晶片

林秀真/副教授
臺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研究所博士
生物力學、動作分析、骨科物理治療、
運動科學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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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

第一屆全體新生與導師

醫工學院入厝 全國大專院校醫工盃

新生盃排球比賽 碩博士班師生座談會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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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位學程以及博士學位學程

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培育醫學工程之專才，提升醫療科技技術接軌全球學術研究及醫療診
斷達到國際科技水準。

核心能力與整體課程架構

醫學工程與復健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培育醫學工程及復健科技產業需求之跨領域高階人才。

核心能力

1.應用現代生物醫學
技術知識的能力

2.洞悉醫學工程相關
產業動態的能力

3.規劃醫療器材產品
開發實務的能力

教學優勢

1.擁有附設醫院豐沛的資源，學生的學習可以從教
室到臨床，學生的研究亦會可更貼近臨床實務的需
求。
2.與產業共同培育人力，合作企業有中山科學研究
院、上銀科技(股)公司、海昌生化科技(股)公司、
台科生物科技(股)公司、長陽生醫國際(股)公司、
信咚企業(股)公司、鐿鈦科技(股)公司、瑞鈦醫療
器材(股)公司、光子科技(股)公司…等。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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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工商時報之報導
中國醫藥大學新設「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本系於110年獲教育部同意設立大學部「生物醫學
工程學系」，於今年招收第一屆新生45名，培育
台灣生醫矽谷的生力軍。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現況

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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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Chang Gung University

台塑企業創辦人王永慶及王永在昆仲為追念其尊翁王長庚
先生而創辦長庚紀念醫院之後，感於台灣醫護人員的不足，並
為培育優秀醫療人才，提升國內醫療水準，於1987年4月創設長
庚醫學院。

其後為配合國家經濟發展需要，本校陸續增設工程及管理
學類之系所，以提供完整的教學資源，培育優秀醫學、工程及
管理人才。發展期間於1993年更改校名為「長庚醫學暨工程學
院」，至1997年8月奉教育部核准正式改制為「長庚大學」。

學校介紹

長庚大學世界大學排名亮點

1. 2022-23 CWUR 世界大學排名長庚大學全國第 6
2. 上海軟科一流學科排名：生物醫學工程全國第3、護理全國

第2、醫學技術全國第2，這3項學科全國私校第一。
3. 萊頓世界大學排名: 科學影響力全球第239名，僅次台大，全

國第2。
4. 3. QS世界大學排名: 全球第480名，全國第10，私校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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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長庚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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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為了實施推動培育跨學科人才的教育目標，於民

國91年分別成立「生化與生醫工程研究所」與「醫療機電工程

研究所」。由於人口快速老齡化導致居家護理相關產業快速發

展，及發展精準醫療技術及設備所需相關技能日益精密與複雜

化，使得生物醫學工程領域相關學習的學生人數不斷增加。為

了有效地整合與共享資源，培育具有工程科學背景的生物醫學

工程師，具備可以整合工程學與生命科學相關知識，有效運用

於解決臨床醫學中的問題或提高醫療效率，從而提高患者的生

活質量的能力。長庚大學於107年8月合併了「生化與生醫工程

研究所」與「醫療機電工程研究所」，成立「生物醫學工程研

究所」，並在111年8月成立大學部「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系所簡介

完整的醫工學習途徑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師資陣容

賴瑞陽特聘教授兼任醫工系主任
國立清華大學化工博士
生醫材料、表面工程、組織工程、細胞治療

蔡曉雯教授兼任醫工所所長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工程博士
生醫材料、組織工程、奈米材料生醫應用

吳旻憲特聘教授
英國牛津大學工程博士
組織工程、微流體生物晶片技術、循環腫瘤細胞、
創意醫材開發

戴金龍教授
中原大學醫學工程博士
生物力學、骨科實驗力學、骨科植入物設計、醫學
工程

李健峰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自動化與電腦輔助工程博士
生醫微機電系統、微流體系統、生物分子操控、生

醫感測

陳祥和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工程博士
生物力學、人因工程、醫材設計與測試

醫工學會 14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師資陣容

林彥亨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博士
生醫晶片設計及製作、光介電泳操控平台、微機電
製程技術、奈米感測器製作

余仁方副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聽覺科學、聽力預防、耳科學、聽覺輔具、聲音生

態學

蔡協孚助理教授
沖繩科學技術大學科學技術研究科博士
生醫檢驗、異質微流體工程、人工智慧生醫影像處
理

賴瑞陽特聘教授吳旻憲特聘教授李健峰教授
榮獲「2021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World's Top 2% Scientists）」

吳旻憲特聘教授
榮獲「2022年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發明競賽金牌獎」

賴瑞陽特聘教授/主任
榮獲「第18屆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 卓越醫藥科技獎」

吳旻憲特聘教授
榮獲「110 年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師資榮譽

醫工學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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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課程地圖

核心專業領域必修 核心專業領域選修

系 必修課程 醫療機電與力學力 生醫材料與感測 生醫資訊與影像

微積分ⅠⅡ
普通物理
普通物理實驗
普通化學
普通化學實驗
普通生物學
普通生物學實驗
材料科學導論
基礎醫學工程概論
基礎電路學
工程數學ⅠⅡ
工程力學
生物統計學
基礎解剖學
電路學實驗
量測與儀表
專題討論
人工智慧
基礎生理學
專題研究ⅠⅡ
生物質能傳輸原理
量測與儀表實驗
基礎生理學實驗
臨床工程概論
醫材專利與法規
醫療器材設計與開發
企業實習

進階電路學
程式語言
材料與力學實驗
生物力學
訊號與系統
機電工程原理
電子學ⅠⅡ
電子學實驗ⅠⅡ
材料力學
儀器分析
專題研究ⅢⅣ
生醫光電概論
微觀力學含實驗
輔具開發與植體設
計
智慧機械設計原理
實務專案討論

有機化學
有機化學實驗
生醫材料概論
材料與力學實驗
生物化學
分子生物學
高分子材料導論
儀器分析
生醫材料表面技術
控制釋放技術
專題研究ⅢⅣ
生醫光電概論
微流體技術
組織工程與再生醫
學
生醫感測器
抗體技術工程
實務專案討論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
程式語言
訊號與系統
資料庫系統設計
網頁程式設計
電子學ⅠⅡ
電子學實驗ⅠⅡ
精準醫學
醫學影像系統原理
專題研究ⅢⅣ
生醫電子系統
醫用超音波
醫學影像處理技術
機器學習與其
醫學應用
實務專案討論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長庚醫工優勢

獎助學金優渥

就業發展廣泛

➢ 大學部優秀新生金質奬學金 ☆獎金100萬元

➢ 大學部優秀新生銀質獎學金 ☆獎金40萬元

➢ 碩士班培育獎助學金 ☆獎金10萬元

➢ 博士班龍躍博海獎學金 ☆獎金500萬元

➢ 博士班精進獎助學金 ☆獎金50萬元

➢ 「長庚大學」學術研究與台塑企業和長庚醫院有長期合作

➢ 「長庚醫工」產學相關合作計畫多，並了解業界發展趨勢

➢ 「長庚醫工」學習、臨床、產業，就業管道寬且廣

➢ 學校補助參加國內外研討會 (增加經驗，擴增視野)

➢ 師資具有高研究量及學術地位

醫工學會 17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長庚宿舍完善

➢ 長庚宿舍管理２４小時均有專人提供服務

➢ 床位安排學系混編配住豐富學生生活經驗與拓展多元視野

➢ 長庚學生住宿百分百，每位學生都能有住宿機會

➢ 宿舍擁有完善的交誼廳、健身房、自修室等娛樂設施

《聯絡方式》
網頁：https://bme.cgu.edu.tw/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9號

工學大樓四樓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電話：(03)211-8800 #3081

醫工學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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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儀器處
Chang Gung Medical Foundation-Instrument Department

1970 年代初期台灣經濟起飛，民眾生活水準大幅提升，但是醫療品質

卻未能即時跟進。有感於此，王永慶及王永在昆仲捐資以其父親王長庚先生

之名，成立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秉持「不以營利為目的，從事醫療事業，促

進社會公益福利」的宗旨，致力於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並為台灣培育許多

優異的醫護專業人員。多年來，我們持續突破、追求卓越，獲得眾多認證、

評鑑與獎項的肯定。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成為值得病人託付與信賴的醫院，

秉持「人本濟世，病人優先」為理念，持續向前邁進。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所

設的醫療機構分佈台灣北、中、南地區，包含基隆、台北、林口、桃園、雲

林、嘉義、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以及高雄市政府委託經營的鳳山醫院、新北

市政府委託經營的土城醫院，共九個院區。

儀器處歷史大事紀要

1976年台北長庚醫院開幕，於工務課下設儀器專人，1978年林口長庚醫

院開幕，於工務處內設立醫儀組，1985年成立儀器處專責維護醫療儀器並出

國培訓後開始自行維護CT及心導管機等重大設備，1994年開發維護工時電腦

系統，奠定儀器維復作業全面網路化之基礎，2006年為符合醫學科技創新與

未來醫療器材發展，並符合獨立經營之精神，儀器處轉型為公司化經營，並

結合醫療儀器製造、研發等機能，併入長庚醫學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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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區分為南北儀器處下轄皆設置儀器課共91人，負責醫療儀器

之固定資產、指標管控、維護材料及維護管理，林口2015年及高雄

2018年先後設立質子儀器課並取得高強度輻射設施運轉人員證書，負

責質子機運轉與日常維護作業，為國內首批具有運轉質子治療機資格

之人員。

近年來，因應資安法的施行，醫療儀器

的資安風險評估更加重要，為加強同仁對醫

療儀器資安的觀念及管理，同時導入維護管

理系統無紙化及APP請修查詢系統，改善人

員請修作業程序及加速修復時效，加速與資

訊部門配合完成全院儀器設備之e化作業。

儀器處特色、發展與規劃

全面建立自主維復技術能力，配合臨床醫

療部門開發、改良、製作醫療儀器，積極開

發各項對抗品，維復專人長駐各院區並全員

配戴公務手機，重大儀器異常立即到修並安

排國內外訓練取得多項技術證書。

加強專業訓練、落實專案改善、主動監視

並發掘異常、精進專業知識與新知，以達成

醫院執行全院品質管理，系統性持續品質提

升目標，致力協助推動各領域品質獎、品質

標章、國際醫療認證之任務及目標。

長庚紀念醫院 儀器處
TEL: (03)3281200 轉7201



2.2.2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
麻豆新樓醫院 醫工室

西元1865年英籍宣教師馬雅

各醫師，遠渡重洋來到福爾摩沙

台灣，不僅將基督教的福音廣傳

台灣，也在台南府城成立了台灣

第一家西醫院：新樓醫院。

歷史沿革

新樓醫院著實在台灣的醫療史寫下不可抹滅的一頁，不論是訓
練本地醫師、設立助產士籍看護訓練所、成立鴉片煙戒絕所、麻瘋
病治療所及肺病病室、開辦產婆講習所等，促使西洋醫學與醫術不
斷在台灣延續下去。

新樓醫院在歷任院長用心經營下，以及新樓人秉持著本院精神:

服待(Service)、愛心(Love)、盼望(Hope)的默默付出，方能走過百
年歲月，直至今日成區域教學醫院的規模。

新樓醫院有台南新樓醫院、麻豆新樓醫院(含麻豆新樓護理之
家)、新樓安南診所三個院區，提供台南市民完善的醫療服務。

醫工學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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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工程室成立於1993年，隸屬台南院區總務部下轄單位，

於2008年因評鑑分為麻豆院區總務室下轄單位醫工組，直至今日

麻豆院區醫工事務增長，隸屬總務處醫工室，成為院內臨床醫療支

援單位，負責臨床工程管理與技術，協辦醫療照護相關醫療器材事

務及醫療儀器不良反應事件鑑別。

對於醫療儀器設備提拱維修及故障排除，實施各級別保養、電

器安全檢測、醫療儀器報廢鑑定，亦包含有關醫療設備使用技術與

安全議題、資產管理、採購諮詢評估、年度醫療儀器預算審查、技

術規劃與風險業務管理等。

醫工室歷史沿革

醫工室編制組長與工程師共2名，皆取得中華民國生物醫學

工程學會一般醫療設備技師專業證書。積極參與相關醫療儀器設備

研討會，攝取多方新知與了解新科技應用於臨床知識技術，例近年

參與醫療儀器資安盤點，認知醫儀透過網路連結，帶來資料傳輸便

利與存取，也提高暴露風險，透過資安風險盤點，對於網路安全影

響醫療儀器設備的重要性，能提高防禦的措施，降低其風險與成本。

醫工室除執行例行性醫療儀器設備保養維護，並參與醫療器材

臨床案件的審查、醫療設備的使用分析、協助臨床對儀器的調整、

實施操作與安全教育訓練，提供醫療臨床相關科技的諮詢，逐步擴

展更多的臨床知識技術，持續提升更好的醫療儀器品質與安全、讓

醫院可提供病患更好、更有品質的醫療服務。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
麻豆新樓醫院 醫工室
地址: 72152台南市麻豆區埤頭里苓子林20號
電話: (06)-5702228 分機 5424

E-mail: slh267@sinlau.org.tw

醫工室成員 臨床儀器操作
教育訓練

臨床採購諮詢
評估

保養合約年度
檢討改善

儀器新聞事件
討論及防範

醫療儀器校驗

醫工學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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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醫學工程課

振興醫院創辦理念和未來規劃

民國53年，國內有成千上萬兒童因小兒麻痺身受殘障不便之苦， 蔣

夫人在有限的資源下排除萬難，於民國56年成立創辦財團法人振興復健醫

學中心，並親自出任董事長。直到7 0 年代晚期，共嘉惠三萬多人次。民

國80年起，轉型為全方位綜合醫院。

將持續秉持 蔣夫人「慈善心．服務情」的精神，對患者提供最好的

醫療照顧，以不辜負民眾的期待。

Cheng Hsin General Hospital,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醫工課沿革與發展

民國80年轉型為全方位綜合醫院，隨即成立醫工課，專業能力受到院

方肯定與重視，專責醫療儀器維修及報廢檢定並參與採購、預算審核、效

益評估等。

任務編組於工務室下，現有編制人數3人，每人都有醫工及電子電機等

專業背景，平均服務年資10年以上，其中1人還為當初創院之院童，長大後

留在醫院服務，回饋社會，負責支架及輔具製作。

醫工課已將實作、設備生命週期管理及大數據分析設定為未來本院醫

療設備管理三要素，110年獲院方支持開發「維護保養暨維修系統」，加入

工務室養護課，並跨部整合資訊室之作業流程，建立共同管理平台，達到

便民操作、流程多向交換、資訊查詢管理及效益分析。

另積極推動醫療儀器資訊安全管理，跨科室協調完善醫療儀器資訊安

全規範，讓醫療設備由採購前、驗收時及使用中都能確保資安防護無虞。

108 年由魏

崢院長帶領全院

逐步發展為國際

級、全方位的高

端綜合醫院，唯

獨初衷不變。

醫院規模

樓棟規模：

第一醫療大樓：45,450(m2)

第二醫療大樓：48,658(m2)

健康大樓：17,655(m2)

總共約：153,481(m2)

員工人數：約2600人

病 床 數：急性病床約831床

加護病床約78床

總床數約1028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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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醫學工程課
Cheng Hsin General Hospital,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專用辦公室及維修區 醫療儀器分類區域管理

實作

設備
生命
週期
管理

大數
據分
析

醫工課

資訊室
使用單
位操作

維修履
歷查詢

汰換參
考評估

零件耗
用扣庫

保養紀
錄查詢

養護課

系統設計原理及運用層面

本院積極發展進
階遠距心臟照護
及視訊看診

醫療服務無距離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醫工課
院址:台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
連絡電話:(02)28264400ext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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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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26、2022/11/09、2022/11/30

地點：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3.3醫療器材技術人員教育訓練套裝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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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2022臨床工程研討會-手術室儀器安全管理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日期： 110年11月4日

地點：台北張榮發國際會議中心

3.2 2022臨床工程研討會-手術室儀器
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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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11年度張冠諒教授紀念獎學金
得獎名單

張冠諒教授紀念獎學金設立目的：
本獎學金之設立目的係紀念國立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研究
所張冠諒教授對醫學工程學術、研究及教育之貢獻與奉
獻。本學會以張冠諒教授家屬與好友之捐款成立基金專
戶，並於2008年設置本獎學金。

申請資格：符合下列條件之在學學生
一、就讀生物醫學工程相關系所之研究生及大學部學生
二、學業成績或生物醫學工程專業表現優異者
三、獲得系所主管、指導教授或導師之推薦

獎勵標準：頒發博士生壹名獎金叁萬元、碩士生貳名獎
金各貳萬元、大學部學生肆名獎金各壹萬元為原則。

111年度張冠諒教授紀念獎學金得獎名單：

博士級：伍思縈同學(國立成功大學)

碩士級：葉映榆同學(國立台灣大學)、余祐丞同學(中國
醫藥大學)

學士級：吳伊茹同學(弘光科技大學)、何旻諭同學(中原
大學)、劉亭侑同學(國立成功大學)、林宜臻同學(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

敬請以上獲獎同學出席今年度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會員大
會領獎
（111/12/17(週六)11:50 於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1001會
議室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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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活動預告：2022 GCBME

會議名稱：2022年全球生物醫學工程年會暨臺灣生物醫學工程科技研
討會暨SPIE國際光電工程生醫影像與感測會議

會議日期：2022/12/15～12/17

網址：https://bisc2022.ntu.edu.tw/

https://bisc2022.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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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saila.com.tw/cup/index.aspx?bsid=163995

http://www.bsaila.com.tw/cup/index.aspx?bsid=163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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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pioneer
breakthroughs
In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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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imes of digitalization 
and new technologies, 

when your requirements 
towards workforce and 

productivity are changing,

we help 
you master 
the change

UpTime
Services

UpSkill
Services

UpLift
Services

UpSpeed
Services

UpTeam
Services

Maximizing your
equipment’s performance

Accelerating your 
daily operations

Boosting your 
staff’s expertise

Securing your
assets’ future

Teaming up for
operational efficiency

Customer Services Portfolio
to perform today and excel tomorrow

At Siemens Healthineers
Customer Services, we are

always on
and always
in touch
whenever you need us …



平安
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