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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校歌

雄偉連峰青綠沃野，高醫矗立南台灣，

環境優美氣象萬千，巍巍黌宇教澤長，

攻讀辛勤日以繼夜，探討科學新境界，

樂學至上研究第一，齊為大眾保健康，

不懼風暴不畏炎陽，像參天的大王椰，

奉獻愛心服務人類，譽滿杏林永芬芳，

高醫人，齊奮起，高醫人，齊奮起！

為今日的成就歡呼，向明日的理想邁進！

65週年校慶典禮流程

作詞：謝獻臣

作曲：呂泉生
典│禮 流 程│ │

‧頒授名譽博士學位證書

第23屆傑出校友表揚

感謝107學年度捐資興學人士

恭賀謝慧敏教授榮獲科技部108年度

  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運動傑出表現

108年資深優良教師總統獎

106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

107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107學年度優良教材教師

107學年度績優導師暨輔導老師

2018年度研究績優教師

108學年度教師研究論文獎勵

107學年度技術移轉類

107學年度專利獲證教師

107學年度產學合作類

全國性創新創業獲獎團隊

資深教職員工暨考績「特優」職員工

‧

‧

‧

‧

‧

‧

‧

‧

‧

‧2018年年度傑出論文獎

‧107年度杜聰明院長青年優秀論文獎

‧

‧

‧

‧

‧

‧

‧

迎賓

典禮開始、唱校歌

貴賓介紹

校長致詞

董事長致詞

貴賓致詞

合影

唱生日快樂歌

表揚 頒獎/

新進教師介紹

活動內容活動時間

09:30~10:00

10:00~10:05

10:05~10:10

10:10~10:15

10:15~10:20

10:20~10:35

10:35~10:40

10:40~10:45

12:20~12:25

10:4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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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典範 創造社會影響力

一群醫界先鋒懷抱著教育理想南下，在65年前與高雄當地仕紳、學者跨域合作而孕

育了臺灣第一所私立醫學院——高雄醫學院。成立三年後，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為醫學生

臨床實習與濟世救人的大愛宏願而設置。校院的相輔相成，造就了「北臺大，南高醫」

並駕齊驅的聲名。民國 77年，我國正式實施醫院評鑑，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與臺大、北

榮、三總同列為全國四大醫學中心。民國88年高雄醫學院以優異的辦學成效改制成為全

國第一所私立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

這一路走來，高醫承繼首任杜聰明院長「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精神，肩負首任

董事長陳啟川先生「我以高醫人為榮」的自許，全體教職員同仁於歷任校、院長所建立

的磐石上，以堅定的決心、恪盡本分、各司其職，致力推動教學研究與醫療服務，奠定

高醫的地位。於此迎接65周年校慶之際，身為高醫人當思索如何傳承本校的辦學理念與

跨域創新並永續未來。育志與高醫校院團隊期許以三個重點方向和目標帶領校院體系向

前邁進：

1956年，杜聰明院長委請李石樵先生繪製「割膚之愛」，刻畫 1928年蘭大衛

醫師與其夫人連瑪玉女士無私的愛。 1958年，首開全國先例興辦「山地醫師醫學專

修科」，其目的為培養原鄉在地醫學人才返鄉從事醫療服務，發展迄今也依此模式

投入國際醫療援助(如:索羅門群島、馬拉威等)，除派遣醫療團隊與志工前往援

助，更幫助訓練國際友邦醫療專業人才返國服務，透過教育與醫療服務，善盡高醫

身為醫學大學的社會責任。從終結原鄉無醫村到國際醫療援助，65年來高醫沒有因

橋斷路毀而退縮；沒有因跋山涉水而缺席，一直到今年共有42位校友榮獲「醫療奉

獻獎」的肯定，不僅是全臺獲獎數最多的高等醫教學府，更是高醫傳承從未忘記的

人文關懷與仁醫精神的證明。目前，校內成立「人本化健康專業教育研究中心」，

一、持續原鄉關懷及國際友邦援助，傳承高醫人文精神

並結合政府大學社會責任USR的推動，從學校教育到具體行動落實，未來對於社會

的關懷將會更寬廣、即時與多元。

培育健康專業人才是本校的使命與創校初衷之一，《荀子．勸學》說：「青，

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創校前輩就是以此等精神踐履教學理念，才能孕育出近

5萬名遍布海內外的產、官、學界優秀校友，每位高醫人都是歷經學校用心栽培、

師長耐心教導、同儕相互扶持而能在各領域頭角崢嶸，發揮高度的社會影響力。相

信高醫學子都具有潛力，其中也有一群需要經濟支援的學子，近年來持續設置各項

獎助學金，例如：「薪火專案」獎助弱勢學生、「青年講座學者獎助」鼓勵年輕教

師、「優秀博士生獎學金」提攜後進、今年起編列 500萬提供博士生至世界頂尖大

學實驗室研究的「千里馬計畫」等，協助大學部及碩、博士生安心就學，並培養其

國際競爭力。校院承繼創校的教育初衷，提供學生有超越自己、青出於藍的機會，

這個期望更需要所有校友與社會各界的力量——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人脈出人

脈，一起「牽成」。

高醫參與並見證臺灣醫療的進步與發展，從公共衛生貧乏的時代走過食安風

暴、新興傳染病至環境與氣候的劇烈變遷。從創校時專注於蛇毒、寄生蟲的鑽研至

肝炎、藥理與中草藥、蛋白質藥物開發及環境職業醫學的研究，將成果實際轉譯於

臨床，也提供政府做為制定政策的參考。在此過程中，我們已發展出高醫的特色醫

療，且於各相關領域皆有卓著的研發成果與影響力。去年，學校盤點校院研究資

源，重新規劃四個(包括再生醫學、細胞治療、環境醫學、癌症、新藥開發暨價

創)校級研究中心與十個任務導向型研究中心、檢視與國內外頂尖大學及機構的合

作關係，進而積極延攬國際知名學者；爭取校外資源與大型計畫，以跨域創新的方

式緊密結合基礎與醫療研究，期能追隨師長前輩的腳步而延續創校以來的研究能量

與精神。

回首來時路，高醫從創業維艱、篳路藍縷到現今發展成為南部重要的醫學教育與完

整的醫療照護體系，誠摯感謝所有前輩與同仁們的努力以及各界的支持。外在社會環境

多所變化，然而，高醫人愛護高醫的初心是不變的，過去的65年如此，未來亦然。期待

凝聚校院全體同仁的力量，勇於承擔、樂於創新，許高醫一個不負使命、昂首驕傲的未

來，與所有高醫人，共同一起創造高醫對社稷的影響力！

二、培育「青出於藍，勝於藍」的人才，發揮社會影響力

三、稟承誠信踏實原則，創新醫學研究特色

鐘育志 高雄醫學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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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週年 由iDICTUM  走入人心 

撐起關懷的網

  

高雄醫學大學視對人的關懷為己任，65年來，以『人』為圓心，運『守護南台灣人

民的健康』為力，不論從基礎科學到應用科學、或是由生醫藥護到人文社會，兢兢業業

秉持這份初衷，踐履與傳承這個信念。我們從未悖離，65年來，始終如一！

然而，關於人的種種，確定的答案難尋；迎向世界，未知總是大於已知。一路走來

雖說始終如一，但隨著時空更迭，不論對人關懷的方法、面向、層次，或是願景，都必

須因應時代的轉變而有所對應，甚至主動勇氣地走出舒適圈，突破疆界、擴展視野。

回顧過往是為了認同自我，以自信迎向多變的未來。一路顛簸，我們也曾摔過，更

在走過的路上不斷重生。這所有的印記，自有其意義，在在激勵著我們，坦然省思過

往、戒慎面對當下。且讓印記成為豐富高醫的資糧，讓高醫更加包容與多元。

所以，請記得高醫視對人的關懷為己任，以世界為舞台，貢獻人類、發揮社會影響

力（ Internationalization+ social Impact）。我們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維護人的尊嚴

（Dignity），不論是身為高醫人的尊嚴，乃至於病人的尊嚴。凡此種種以人為核心的志

業，皆須建構在誠信（ Integrity）的基礎上，才能使關懷（Compassion）觸及人心。

所有的知識與技術都要加上「人」這一味，才有可能彼此觸動，進而產生感動。此外，

亦唯有同行（Together）才能凝聚所有能量，以堅毅（Unwavering）迎向充滿挑戰的

未來。我們一起讓這對人關懷的初衷與信念成為典範（Mentoring），代代相傳，並且

永世流芳。

65週年的此刻，不單單是時空的節點，我深信，因為包容與多元， 65週年的此際

正是高醫走入人心的新起點。我們就從 iDICTUM開始，走入人心，讓高醫成為守護全球

健康不可或缺的一環，更要讓世界不能沒有高醫！

Social  mpact  nternationalization 

ignity

ntegrity

ompassion

ogether

nwavering

entoring

I I

D

I

I

C

T

U

M

陳建志 高雄醫學大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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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名譽博士 李國雄 
Kuo-Hsiung Lee

這次能獲得母校高雄醫學大學授予名譽藥學博士之最高榮耀，衷心感到十分榮幸與

感謝。首先，要先感謝高雄醫學大學鐘育志校長、陳建志董事長及諸位教授們，謝謝您

們對我的努力與學術成就給予肯定與支持。

我出生於高雄市的小鄉村「林德官」。從小受到姑姑及父母的鼓勵，對於書法產生

極大興趣。它訓練我的耐心、靜心、細心、專心與毅力。凡事預先規劃，擇善固執與追

求完美。這些訓練與科學研究的精神與方法是一致的；因之，在我往後之半世紀的科研

生涯中皆能心無旁鶩，專注研發。在安靜平凡的生涯中，樂此不疲。目前，已發表近千

篇的學術論文與百餘種專利。

在數十年的學術研究中，我專注於新藥開發，尤其是中草藥的藥物研發。自 1970年

任教於美國北卡大學UNC-Chapel Hill起即創設一個天然藥物研究所，結合天然產物化

學、合成醫藥化學及尖端生命科學科技，從 200種之中草藥進行有系統之研發，發現超

過數千種具有不同生物活性之有效成分及其合成衍生物，為下一世代開創新藥之設計奠

定了非常深厚之基礎，特別是由「神農本草經」之「下品經」中發掘新穎強效之抗癌與

抗愛滋病毒成分與合成化合物。

此外，在2000-2005年間，也曾協助台灣經濟部推動一項五年 35億之中草藥產業技

術計畫，成立七人「中草藥技術諮議小組委員會」與生技、藥技及工研院生醫等三個中

心密切合作，以推動四項被美國FDA核准之部分純化中草藥之植物新藥 INDs。同時，

也建構對草藥執行尖端品管之方法，以生產高品質中草藥的技術平台。

以中草藥研發新藥，需要組成高效率跨領域研發團隊，並配予充裕研究經費，慎選

具國際競爭力的研發項目，方能有效開創世界級新藥。

今天是高醫大六十五年的校慶。超過一個甲子高醫從創校至今，師生們皆能以「樂

學至上，研究第一」的精神，努力奮鬥，造就許多非常傑出的人才。但我們絕不能以此

自滿，應以更誠懇更謙虛的態度，再接再勵，勇猛精進，追求創新，讓高醫能培育出更

多術德兼優的人才，以造福人群。在長年的研究生涯中，深感「學無止境」、「生也有

涯，而知無涯」，在專攻的領域中，能做出一點點的貢獻，實在也要衷心地感謝許多的

師友們的教導、鼓勵與協助。

現任

‧美國北卡大學Kenan醫藥化學傑出講

  座教授暨天然藥物研究所所長 

中央研究院院士 ‧

榮譽

研究領域

著作專利及其他

日本旭日中綬章獎

美國生藥學會Norman R. Farnsworth 

    Research Achievement Award

美國藥學院協會Ernest H. Volwiler 

    Research Achievement Award

新藥及中藥之研發，天然活性物質及

  其合成衍生物之醫藥化學研究

近千篇研究論文

120餘項專利

29種學術期刊之編輯顧問

‧

‧

‧

‧

‧

‧

‧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學士

日本京都大學 藥學碩士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醫藥化學哲學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有機化學博士

  後研究學者

美國北卡大學藥學院 助理教授 

美國北卡大學藥學院 副教授 

美國北卡大學藥學院 教授 

美國北卡大學藥學院醫藥化學及天然產

  物學系系主任

學經歷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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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頒獎名單

學 術 類：柯慶昌　阮啟弘　

領導者類：洪玉珠　李發焜　黃志中　

母校貢獻類：蔡義弘　賴文德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潘純媚　劉仁義　

第23屆傑出校友

107學年度捐資興學人士(依公司或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醫療奉獻獎追認傑出校友：廖國棟　林正忠　陳友邦　李建廷　華陳秀月  何錫章　

                        莊宏達　陳照隆　黃健榮　陳筱蓉  卓德松　范思善　蘇主榮　

                        白明忠　邱孟肇　盧克凡　郭成興　林炫沛　陳宏基

科技部108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運動傑出表現

108年資深優良教師總統獎

106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

107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107學年度優良教材教師

謝慧敏

吳其謙

洪純正　許勤

徐仲豪　莊富雄　張訓碩　魏春旺　楊立勤  

賴春生  陳秀玲  蔡克勵　林榮峙　羅怡卿　余方榮　吳宜珍　蔡明儒　黃書鴻　徐仲豪  

胡楚松　林皇吉  楊志仁　李永進　陳人豪　陳彥伶　柯薰貴　翁世峰  黃莉文　廖麗君　

張永福　庫　碼  蘇文碩　李玲珠

陳永佳　陳崇鈺　柯薰貴　何宛怡

●

  

●30萬-100萬

100萬以上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玉皇宮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 

  裕心企業有限公司 

  衛采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邱良進　高英士　陳田原

 

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Torpedo Diagnostics, Inc 

台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瑞爾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春菖貿易有限公司 

美吾華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默沙東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 

清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湖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龍謄生命禮儀社 

薩摩亞商百朗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亞東紀念醫院 

吳淨寧　李立柏　許素勸　陳田柏　曾靜娟　湯人仰　劉秦米　羅彩文　蘇家震

  劉景寬(106年10月捐贈未上市之克魯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票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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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研究績優教師

●

●研究計畫績優獎

優秀論文獎

  王志光　王志鉦　王俊棋　王瑞霞　王聖帆　王麗芳　石啟仁　何美泠  余明隆　

  吳宜珍　吳明蒼　吳哲維　吳登強　吳麗敏　李建宏　李景欽  汪宜霈　林千如　

  林彥克　洪志秀　徐仲豪　袁行修　高佳麟　張乃仁  張學偉　莊萬龍　許超群　

  郭昭宏　郭柏麟　陳以德　陳正生　陳泊余  陳信允　陳思嘉　陳義龍　曾志華　

  馮嘉嫻　黃友利　黃尚志　黃芷翎  黃俊嬴　楊玉嬌　劉益昌　潘美仁　蔡季君　

  蔡宜純　鄭添祿　鄭源斌  盧柏樑　謝侑霖

  王志鉦　王照元　王瑞霞　田育彰　余明隆　吳明蒼　吳登強　李建宏  李香君　

  林宜美　林慧如　侯明鋒　柯宏慧　袁行修　張芳榮　張瑞根  莊萬龍　許雅玲　

  陳桂敏　陳崇桓　黃志富　黃尚志　黃曉靈　楊幸真  鄭添祿　顏正芳　

  譚俊祥

橫山一成

108學年度教師研究論文獎勵

方逸萍　王士維　王子斌　王志光　王志鉦　王秀紅　王俊棋　王姿乃  王彥雄　王昭仁　

王惠民　王焰增　王雲銘　王照元　王瑞霞　王聖帆  王曉慧　王雙桂　王麗芳　王耀廣　

田育彰　田英俊　石啟仁　朱訓鵬  江友中　江旭禎　何文獻　何美泠　余明隆　余維泰　

吳汶蘭　吳育澤  吳孟霓　吳宜珍　吳昇樺　吳明蒼　吳炳男　吳界欣　吳相儀　吳哲維

吳梨華　吳登強　吳進欽　吳慧芬　吳麗敏　吳寶珠　呂佩穎　呂怡靜  呂濟宇　宋秉鈞　

李孝貽　李志聰　李佳陽　李宗霖　李岳倫　李昆澤  李建宏　李建興　李美月　李貞儀　

李香瑩　李財福　李淑君　李景欽  李碧娥　杜鴻賓　汪宜霈　阮雍順　卓士 　周汎澔　

周至宏　周秉松  周碧玲　周銘鐘　林千如　林佩昭　林佩瑾　林宜美　林尚儀　林明宏

林東龍　林彥克　林秋菊　林祐賢　林淑媛　林雅凡　林槐庭　林錦宏  林龍昌　林麗玫　

邱建智　柯志鴻　柯良胤　柯薰貴　洪文俊　洪志秀  洪志興　洪義人　胡郁盈　韋又菁　

唐力平　孫仲銘　孫昭玲　庫　碼  徐仲豪　翁世峰　袁行修　高一峰　高佳麟　高浩雲　

張乃仁　張文燦  張芳榮　張玲麗　張晉銓　張訓碩　張基隆　張夢揚　張寧家　張榮

張維安　張學偉　梁文貞　梁世欣　梁蘭昌　莊萬龍　莊曜聰　許心恬  許文鴻　許世賢　

許弘毅　許妙如　許志宏　許美智　許智能　許超群  郭昭宏　郭柏麟　郭紹偉　陳世杰　

陳以德　陳幼梅　陳正生　陳永佳  陳立宗　陳百薰　陳泊余　陳信允　陳建州　陳彥伶　

陳思嘉　陳昱璋  陳炤杰　陳炳仁　陳炳宏　陳韋妤　陳桂敏　陳益昇　陳崇桓　陳崇鈺

陳惇杰　陳淑媚　陳喧應　陳義龍　曾志華　曾韋龍　馮嘉嫻　黃友利  黃志清　黃尚志　

黃芷翎　黃阿梅　黃俊仁　黃俊祺　黃俊嬴　黃柏菁  黃美鳳　黃書鴻　黃國勝　黃淑玲　

黃釧峰　黃　斌　楊玉嬌　楊志仁  楊育昇　楊幸真　楊俊毓　楊淵韓　溫慶豐　葉竹來　

葉怡君　廖光文  廖偉廷　蓋琦紓　褚佩瑜　趙怡姍　趙雅琴　劉于鵬　劉千嘉　劉士任

劉立民　劉益昌　潘美仁　蔡世盟　蔡季君　蔡宜純　蔡明儒　蔡東湖  蔡英美　蔡婉琪　

鄭添祿　鄭凱駿　鄭琮霖　鄭源斌　盧奕丞  盧柏樑　蕭宏昇　蕭惠樺　賴春生  　

鮑永誠　龍震宇　戴嘉言　謝秀芬  謝侑霖　謝孟軒　謝建台　謝淑貞　謝雅茹　謝翠娟　

鍾美英　簡晉龍  簡莉珠　顏正芳　顏峰霖　顏嘉宏　魏春旺　羅怡卿　羅傅倫　譚俊祥  

譚漢詩　蘇明德　蘇河名　蘇純瑩　蘇詠超　饒若琪　

  

橫山一成

叁

107學年度績優導師暨輔導老師

●績優導師

  

  王志煜　林韋佑　林榮峙　張江清　許妙如　陳以德　陳朝政　黃龍池  蔡婉琪　

  魏春旺

  吳世忠　林怡伶　胡淑惠　胡楚松　黃芷翎

吳昇樺　林宜靜　林皇吉　洪薇鈞　孫昭玲　師健民　張文心　張祐誠  許弘德　

  許柏超　陳永佳　陳秀蘭　陳怡菁　陳昭彥　黃旼儀　黃阿梅　楊曉芳　蔡季君　

  蔡宜純　汪硯雲　陳丙何　林千如　林雅凡　陳宜芳　顏金鳳　王述綺　翁世峰　

  陳淑媚　陳惠媚　廖麗君　謝慧敏　王子斌　陳韋妤　陳逸夫　陳慧芬　陳建州　

  簡晉龍

●

●績優書院導師

績優輔導老師

2018年度傑出論文獎

107年度杜聰明院長青年優秀論文獎

郭柏麟  高佳麟

吳嘉倫  陳福智

 

  王志鉦　王秀紅　王彥雄　王照元　王瑞霞　何美泠　余明隆　吳明蒼  吳政毅　

  吳登強　李建宏　李景欽　林宜美　袁行修　張芳榮　莊萬龍  許雅玲　郭柏麟　

  黃友利　楊玉嬌　楊幸真　溫慶豐　蔡英美　戴嘉言　藍政哲　羅怡卿  

  吳哲維　陳喧應　黃釧峰　蔡宜純　譚俊祥

●

●研究成果績優獎年輕教師組

研究成果績優獎一般教師組

橫山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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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技術移轉類

107學年度專利獲證教師

●

  

●技術移轉績優獎(技轉金額30萬以上 100萬)

●技術移轉優良獎(技轉金額10萬以上~30萬)

●專利獲證卓越獎(專利件數5件以上)

  

●專利獲證績優獎(專利件數3-4件)

  

●專利獲證優良獎

  

技術移轉卓越獎(技轉金額100萬元以上)

~

鄭添祿

  陳嘉炘

  羅怡卿　鐘育志　柯宏慧　張訓碩　張學偉　劉旺達　蔡祥麟　王照元  陳宜芳

鄭添祿　何美泠　張芳榮

吳永昌　李天慶　傅尹志　陳益昇　張訓碩　

王志光　王偉如　余幸司　余明隆　邱丹霙　吳寶珠　陳俊鴻　陳崇桓  許勝雄　

  莊智弘　莊萬龍　楊鳳月　劉景寬　戴嘉言　謝翠娟　王志鉦  王昭仁　王彥雄　

  王惠君　王程遠　石啟仁　吳志中　吳秀梅　李書欣  李國雄　李景欽　汪硯雲　

  林文瑋　林俊祐　柯宏慧　袁行修　陳以德  陳怡媜　陳嘉炘　陳彥旭　郭柏麟　

  張瑞根　張維安　張學偉　許雅娟  湯人仰　馮嘉嫻　黃志富　黃旼儀　黃英峰　

  黃耀斌　葉竹來　蔡哲嘉  鄭琮霖　賴春生　顏嘉宏　龔榮章

107學年度產學合作類

全國性創新創業獲獎團隊

●

  

●產學合作績優獎(產學合作金額100萬以上 200萬)

●產學合作優良獎(產學合作金額50萬以上~100萬)

●第15屆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

  

●第14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創新創意組銀質獎

  

●教育部體育署第四屆我是運動創業家創新創業競賽創新組佳作

  

●2018年麥味登微電影大賽劇情組優選

  

●2018年麥味登微電影大賽極短篇銅杯獎

  

●教育部大專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優選

  

產學合作卓越獎(產學合作金額200萬以上)

~

吳文正　許美智　鄭添祿　蔡祥麟　郭藍遠　李書欣　洪純正　石啟仁  何美泠

  賴辰雄　吳明蒼　柯宏慧　顏峰霖　林松彥　王俊棋　張訓碩　盧柏樑

  陳崇桓　何文獻　朱志生　李景欽　吳汶蘭　吳文雄　許瑞昇　吳國揚  吳育澤　

  吳寶珠  曾嵩斌  黃旼儀

郭藍遠　廖麗君　嚴成文　洪志遠　賴怡宏　黃勤鎰　楊家琪　蘇瑋淵

指導人員：顏峰霖

  參與人員：楊淳茵　江宣明　黃寶嫺

指導人員：張文心

  參與人員：陳怡瑄　 思危  游采蓉

指導人員：馬睿平

  參與人員：黃竫筌　蘇偉俊　蔡嘉澤　林楚茵　黃冠臻　余庭碩　徐瑞鴻  林萱萱

王紹宇　曾硯農

指導人員：蘇詠超 

  參與人員：邱奕凡　李秉衡　吳承宇　李沂晏　廖至宣　黃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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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新進教師介紹

醫學院醫學研究所

劉校生 客座教授
學歷／

美國德州理工大學博士(1983-1987)

國立中興大學碩士(1978-1981)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學士(1972-1976)

經歷

1991/08~1998/07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微生物暨免疫學研究所副教授

1998/08~2019/07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微生物暨免疫學研究所教授

2003~2006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微生物暨免疫學研究所所長及寄生蟲

           學科主任

研究興趣與專長

腫瘤分子生物學  分子病毒學  遺傳工程學

／

／

通識教育中心基礎科學教育中心

王國禎 教授

學歷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經歷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所長

國立交通大學網路工程研究所所長

國立交通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代主任

研究興趣與專長

雲端計算與軟體定義網路、物聯網與大數據分析、能源感知行動計算

與網路、可信賴計算與網路

／

／

／

醫學院醫學系眼科學科

許淑娟 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經歷

‧台北榮民總醫院住院醫師

Fellowship training:

   台北榮民總醫院

  Doheny Eye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A, 1992-3

   高雄榮民總醫院眼科部主任

  陽明醫學大學眼科學教授

  國防醫學院眼科學教授

  台灣視網膜醫學會理事長(2014~2015)

研究興趣與專長

視網膜疾病、葡萄膜炎、白內障手術、微創玻璃體、切除手術

／

／

‧

／

資深教職員工暨考績「特優」職員工

●

  

●服務屆滿35年至39年

  

●服務屆滿30年至34年

  

●服務屆滿25年

●服務屆滿20年

●服務屆滿15年

●107學年度考績「特優」職員工

  

服務屆滿40年至44年

曾誠齊　曾銀助　許四郎　蕭廷鑫　何美泠　鍾美英　洪純正　許　勤

陳百薰　周以和　賴春生　鐘育志　林 金  李家和　邱慧芬　鄭啟清  胡淑惠　

  郭安佳　顏銘宏　王秀紅　吳信昇　蔡金佑　顏碧玲　張寶樹  陳正慧　張玲麗　

  王瑞霞　顏金鳳　黃定國　周正崑　謝如杏　洪志秀  李秀玉　萬湘伶　洪秀貞　

  黃龍池　鐘靜娟

  溫文才　吳麗春　謝寶森　李惠珠　朱允慧　許華珍　林明燕

  程廣義　周伯禧　林志隆　陳彥旭　鄭詩宗　蘇韋列　何三寶　彭武德  陳淑真　

  謝志昌　蕭世芬　葉錦雪　柯薰貴　楊麗玉　萬先鳳　傅揚程  邱顯肇

  李昆興　詹德富　龍震宇　李文婷　楊雅伶　余玉珊　林志忠　黃士瑋  林揚凱　

  陳鵬元　劉美娟　鄭敏伶　洪敏源　李佳儒　劉俊馳　王瑋婷  林津如　蔡克勵　

  郭藍遠　孫昭玲　余靜雲　李景欽　陳逸夫　陳泊余  張惠琇　吳世忠　吳欣芳　

  陳建名　謝翠娟　黃尹亭

蕭世槐　許芳益　蔡宜玲　張松山　朱怡蓓　劉美娟　張淑清　陳信福  許惠珍　

  陳詩政　吳欣芳　康雅婷　許幼青　張維容　張國英　陳姮蓉  呂明姍　謝孟娟　

  盧奕珊　彭崑旺　林峻瑋　黃鵬羽　孫幸君　王之青  吳明霞　劉鋕英　蕭夙娟　

  陳明福

  

吳文權　張瑞根　陳鴻鈞　江豐裕　陳國熏　顧進裕　莊萬龍　陳信成  侯明鋒　

  劉景寬　何坤瑤　顏正賢　王致仁　陳榮祥　黃尚志　賴玉美　任景晞  上官儒宗

  黃友和　  燕霞　李素珍　許敏桃　張志仲　蔡志仁  楊世群　張靜芬　楊玉嬌　

  楊俊毓　黃耀斌　邱秀霞　劉益全　蔡麗桐  王慧儀　林怡伶　褚佩瑜　王雙桂　

  林秋菊　張娟鳳　廖彥雄　李朝裕  吳寶珠　吳炳男　黃友利　郭怡慧　吳春玉　

  方愛惠　楊秋蓮　趙聯裕  李寶綢　簡淑媛　吳慧君　王震乾　蔡旻儒　謝東穎　

  呂怡靜　林昭宏  張基隆　張江清　葉竹來　柯黃盛　莊勝發　鍾昆原　王邦福　

  陳麗糸  劉方治　羅怡卿　曾惠珍　鄭夙芬　何宛怡　顏淑芬　陳武宗　吳慶軒

  周汎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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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學科 

卓士峯 助理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經歷

高醫附設醫院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

美國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進修

研究興趣與專長

淋巴性惡性疾病流行病學及免疫學研究

／

／

／

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學科 

張維安 助理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經歷

現任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曾任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內科部總住院醫師 

曾任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內科部住院醫師

研究興趣

NGS and bioinformatics

／

／

／

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學科 

黃駿逸 助理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肝膽胰內科主治醫師

研究興趣與專長

病毒性肝炎、肝癌臨床表現及治療

超音波影像學

／

／

／

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學科 

王耀廣 助理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經歷

高醫附院胃腸內科主治醫師

研究興趣與專長

胃食道逆流、食道癌

內視鏡診斷與治療

／

／

／

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學科 

陳炳仁 助理教授 學歷

倫敦大學學院失智照護研究博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經歷

英國愛丁堡皇家內科醫學院榮授院士

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副秘書長

牛津大學中風預防研究中心研究員

台北榮民總醫院研究員及住院醫師

研究興趣與專長

失智與中風之整合照護、安寧緩和療護、老年醫學、

社區與居家醫療

／

／

／

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學科 

曾家駿 助理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學士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住院醫師(99/8-104/7)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主治醫師(104/8-)

研究興趣與專長／

風濕病學

自體免疫疾病之致病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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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醫學系泌尿學科 

李香瑩 助理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

高醫住院醫師

高醫總醫師

大同醫院主治醫師

研究興趣與專長／

上泌尿上皮癌、結石、功能性排尿疾病

醫學院醫學系骨科學科 

林松彥 助理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研究興趣與專長／

骨關節炎

骨質疏鬆症

老年照護

醫學院醫學系核子醫學科 

張晉銓 助理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長庚大學醫學系學士

經歷／

核子醫學科閃爍攝影室主任

核子醫學科放射免疫分析室主任

研究興趣與專長／

傳統核子醫學

正子造影

醫學院醫學系解剖學科 

施耀翔 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細胞生物暨解剖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系學士

經歷／

2015.08-2019.02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研究興趣與專長／

阿茲海默氏症

神經退化性疾病

神經科學

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學科 

郭炫孚 臨床助理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經歷／

高醫附設醫院內科住院醫師

高醫附設醫院心臟內科總醫師

高醫附設醫院心臟內科主治醫師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內科主治醫師

研究興趣與專長／

冠狀動脈生理學及影像學、複雜性心導管 缺氧再灌流傷害、

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學科 

林尚儀 臨床助理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經歷／

附院感染科主治醫師

附院微生物室主任

研究興趣與專長／

感染症

黴菌感染

分子流行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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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醫學系神經學科 

吳孟霓 臨床助理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神經學科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經歷／

腦中風加護病房專責主治醫師

神經重症暨腦中風加護室主任

研究興趣與專長／

睡眠醫學

神經重症

癲癇

醫學院醫學系眼科學科 

鄭凱駿 臨床助理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學士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眼科住院醫師、總醫師及主治醫師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眼科主治醫師及主任

研究興趣與專長／

視網膜與玻璃體

眼窩及眼整型

醫學院醫學系復健學科 

陳怡媜 臨床助理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健部主治醫師

研究興趣與專長／

復健醫學

心肺復健

口腔醫學院口腔衛生學系 

黃詠愷 副教授
學歷／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衛生學系副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衛生學系助理教授

國家衛生研究院 環境與職業衛生組博士後研究員

研究興趣與專長／

口腔生物標記、口腔衛生學、牙周疾病

發炎抗氧化生物標記與牙周病治療成效

生物標記應用於評價口腔衛生教育成效

口腔醫學院牙醫學系 

王文岑 副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博士

經歷／

附院口腔病理科主治醫師

附院臨床教育訓練部醫師訓練室副主任

大同院醫院牙科主任

研究興趣與專長／

口腔病理

牙科公衛

口腔醫學院牙醫學系 

周郁翔 助理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學士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牙周病科 主任(104-107)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牙周病科 主治醫師(98-迄今)

研究興趣與專長／

人工植牙

牙周再生及整型手術

患者生活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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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醫學院口腔衛生學系 

林佩蓁 助理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環境暨職業安全衛生博士

經歷／

高醫大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護理師

研究興趣專長／

職場環境與身心健康職場衛生

口腔癌介入照護外科/重症照護

社區衛生護理機構住民之口腔衛生探討

口腔醫學院牙醫學系 

周思婷 講師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研究所(齒顎矯正組)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學士

經歷／

高醫附醫齒顎矯正科專任主治醫師

衛福部部定齒顎矯正專科醫師

衛福部部定齒顎矯正專科醫師訓練機構指導醫師

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第15屆理事

高醫附醫牙科部總住院醫師

高醫附醫牙科部齒顎矯正科住院醫師

研究興趣與專長／

齒顎矯正學、齒顎矯正生物力學、嚴重骨性異常者之正顎手術

合併矯正治療、成人矯正之跨科整合治療、青少年齒顎矯正

護理學院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 

楊家琪 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學士

經歷／

弘光科技大學專案助理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研究興趣與專長／

運動醫學、銀髮健康促進、應用肌肉電生理 醫療器材與輔助科技、

健康科學院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楊晴晴 副教授 學歷／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博士 2003/08-2009/07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學士 1999/08-2003/07

經歷／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Physics 

    訪問學者 2006/08-2008/10

‧慈濟科技大學醫放系 助理教授 2009/08-2013/05

‧慈濟科技大學醫放系 副教授 2013/06-2019/07

研究興趣與專長／

多模式影像之醫學影像物理與量化分析

影像引導放射治療之影像品質優化

放射醫學影像之蒙地卡羅模擬與數位假體 

生命科學院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劉佩芬 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博士

經歷／

高雄榮民總醫院教學研究部 高級助理研究員

Sanford-Burnham 轉譯醫學研究中心 參訪研究學者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醫學院 博士後研究員

研究興趣與專長／

癌症、細菌感染疾病、生物標記篩選、治療標靶開發

人文社會科學院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謝文中 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

經歷／

Visiting Scholar at School of Social Work, UIUC, USA

金門大學社工系、實踐大學社工系兼任講師

萬芳醫院社會工作師

研究興趣與專長／

醫務社會工作、ICT與社會工作、質性研究、量表建構與發展、

國際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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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院心理學系 

鄭怡玲 專案助理教授

學歷／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教育心理及測驗與量化雙主修博士

經歷／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教育心理部門助理教授

  教育心理博士生統計顧問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教育部計畫測驗顧問 

研究興趣與專長／

測驗發展、認知診斷多向性測驗、試題反應理論、

空間能力與數理能力的關聯

‧

人文社會科學院性別研究所 

余貞誼 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

經歷／

2016.07-2019.01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研究興趣與專長／

性別與科技

資訊社會學

計算社會科學

敘事分析

通識教育中心語言與文化中心 

李為堯 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文學組博士

經歷／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應用英語學系

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研究興趣與專長／

英國浪漫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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