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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源，今�北�的成就，要感�無�默默奉
獻的英雄，展�未�，��將��往前�進，��
�共同努力前�。

   過去一年，面��球COVID-19�情蔓延，��仍
��努力提�，�出亮眼的成績，2022THE世�大�
�名，北�名列�世��231名，�內�2名；2021 
THE�洲大��名，北�名列��洲�30名；遠見�
誌7��公布的2021台灣��大���榜，北�在�
�大���私�大��連�4年�名���一，這�
成就再次見�了北�的��成�與發展。

   在�究�面，北�以�譯��為主軸，聚焦�症
�譯、神經��、�����人工智慧��等特�
�究，�力發展��健康��。同�鼓勵�師將�
發成果產業�，�積�今已成�了21家衍�新�公
司，�收�本額達13.8�，�中，三鼎���去年
�式興櫃，這是北��一家興櫃的衍�新�公司，
��北�在��產業的發展，又向前�進一大步。
此外，��成���加速器，設�新��業播��
��，加上�和�院即將完工的���究、���
���大�，將�構一�大�、��中�與��產
業三�一�的���譯平台，未�將成為北�發展
����產業的重要�地。

   ����面，��與許多��知名大�合作，如
與��Johns  Hopkins、英�Imperial  College 
London等���術聯�。�年�，外籍�師���
��人�也��成�，�前在�的���已超過�
���的十�之一。未���將��打造����
���，深�與����的合作，提�北���影
響力。

   ���面，北�大�系六���院，除了��提
�優���服�、�力打造智慧�院外，也積極發
展���新，�結產業。同�，臺北�症中�與臺
北神經��中�，�合������院��、�究
與臨��源，未�將�力發展�症�神經���
�，達世��的��。

   硬��面，�症大�、�子治�中�、�和 B �
地�已進入������階段，今年底��年�將
陸���；�二��宿�也已完成設計，預計�年
中�工興�；�本部��道廣�也將以�新翱翔之

姿呈現在大家的眼前。這�都是北�發展的重要里程
碑，也將為北�大�系與��發展注入新契�。

   �久以�，��以「�會責�」作為北�大�系
發展的��之一，以��為起點強��會影響力，促
�北�成為�會與經�發展的��力。此外，將��
發展策略連結聯合���發展��（SDGs），�得�
內外�定，如2021  THE Impact Ranking名列�球201-
300名（�內�3名）；�內�下�誌「2021�下
USR大�公��查」私�一�大���一名；�遠見
�誌�二屆大��會責�（USR）「產業共��」首
�等�榮，��將��貫���，發揮�會影響力。

   在此，特別感��會�達�北�的��，�然�
新冠�炎�情�擊，��會上的�情與�懷從未間
斷，109�年�北�大總���超過8.3�元。�中，
鑽�������有限公司慨捐2�元，��本�興
��症大�，另捐助4,000萬元發展免������
�究，�����新造��多�要的人。此外，�會
各�也捐助防��護善�超過9,200萬元，以�許多
防�的物�，如呼吸器設�、防護�、愛�餐盒等，
����感��與感恩。

   感�您與北�大��同�，您的��鼓勵與愛�
�助，是北�大���系進步的�大�力。��大家
繼���北�，與北���，���「���育為
本，��臨�為�，��會影響力的�新型大�」�
進，�北�在下一�60年，成為台灣的史丹�！

                                        臺北��大�   ��                                          臺北��大�   董��

�官�許1
董��的� ���新 開���

  北�大�眼已過一�子，��也從一開始的�、�、�三系�幾間鋁��，發展�今��有11�

院、6家���院的�育���系，THE�QS等��知名大��名�構�幾年公佈的世�大���洲大

��名，北��現越�越��定，均名列�內前茅，充�展現���向世�一流��大�的決�和�

力。

  這一年�，北�大一�六院�隊在林����的�越��下，��通力合作，產、官、�、�各面

向�展現不凡的成就，發展迅速。�向下一�60年，在���育、��服��新��業的發展上，�

�將面��加充滿挑�的未�世�，��不�停下腳步。除了要��「��」�訓與「�好做人�做

�」的���神外，�要與��進，�上世�的�流與腳步，�接���型、5G��、新��新��

�發等�新���，才�在競爭激烈的�球版�中，占得一席之地。

   北��年�軟硬��設�已進入完工階段，�緻型�子中���完成即可��，�和B�地也將�

今年底落成，這�重大�設完工�，北�將以�新的面貌�向發展世�一流大�往前�進。�年�除

了各項�鑑���績，���在��、�究���服�上，��接�新世代��的挑�，為�家�育

新世代����人才，貢獻未��育與������，造��會。

  走過一�子，北�大在面�競爭與挑�的�破過程中，感�各��達、���北�大的��與襄

助，�代�董�會向大家敬致��。�育是��人�發展的�年大�，沒有�好，只有�好。過去�

�展現無�韌�與決�，走過蓽��縷的艱辛歲�，才有今�的��成就。展�下一�60年，��在

��的�力打�，再加上�會各�的��勉勵下，再�風�，�向巔峰。

敬祝  

健康��   幸��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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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院院�的���總會�的�

��有您 ��同� ‧ �症�� �子治�

    北����入�45�年頭，�起服�的26年間���二��大�才落成，��也沒有��大�，

在��院��同仁的努力下��穩固�礎�完善��，�院也��成新的面貌，品�與智慧��都得

�亮眼成績。

    在COVID-19�情�今仍�人��不安，�院爆發群聚感染、Delta��病毒�速�播，以����

情警����三��眾人�惶惶之�。本院�一線的�護同仁發揮專業，義無�顧�守崗�、守��

院，責無�貸的�負防�重�，與各職�人�一同負起守護病人、病家與�院的重要職責，絕不輕�

�慢。感�各�善�人士���入�無私奉獻的各職�人��懷�感�，�前線防�人�感���

暖，��護�隊�感暖�，紓�同仁�的身�壓力�提���防護力，�這�都����成守護��

健康的�強��，面�嚴峻�情，��沒有退縮，����同�共�挑�。

    2021年完成「臺北�症中�大�」�置，成為北�大�系發展�症治�的重要��，�合�症治

��源，打造�症病人從��、�診、治��術��顧的完�服��。2022年規劃完成「�緻型�子

治�中�」等重大�設，以�子治�為�礎，結合北�大�系�源，�一流�症���究中��進，

��將北���打造為專業�症治�品牌。

   �內 COVID-19 �情嚴峻之�，防�警���，連帶�擊經�、����與�人的�活，各�面臨

���型與���破的挑�。感�����守崗�，���訓「��」的�神服��會，共同防�展

現北�人�苦的強大�智。儘��情肆虐，陸�接����內外大���的捷�，北�大�年�的�

�努力已被�內外公信����定。

   各項重大�設，包括臺北�症中�大�與�子治�中�今年即將�式��；�和B�地的���究

大�與����大�也即將完工，預計�年底開始進駐��，未�將是台灣發展��產業的重要�

地，����地成�茁壯。在這�艱苦作�的�子�，元坤身���總會會�必定��以����為

��、人��懷為本，�助���置���育�究�系，發展���新�產�與��外�，�提��

譯�究與��等量�。

    ��以���已超過 4 萬 6千多名，�各�各業奉獻��、不吝��經�。今年���出��公共

服��為周�浩(��系�19屆)��、�術成就��英儒（��系�26屆）��，以��業經���

��（��系�16屆）��，站在巨人的�膀上，北�人的�槓�神在各��展露頭角，成為�進�

子的榜�。

   六十週年�慶��千人宴�109年10�31�舉�，��總會�元坤會�帶�各�會會�與��總會

鄭��秘��以「六十北�．�鼓��」開�，接�張��董��、林����、陳�中部�、與元

坤帶�1300���歡��歌，經費200多萬元�元坤與�會林�智會����總會理��等捐出。

   感�109年前十大捐�人�智�、�元坤、胡俊�、閻雲、許庭�、�祖德、北���、���、

林�蔚、�千�，�恭�去年在��總會的努力下六�新���會成�：新北市���系��會林浩

然、�業家班�會�千�、新北市��系系�會陳善蓉、口����系��會高宇�、���術�系

��會陳�、��地���會蕭敦仁會�。 

��總會  會�

4 5

  ���情過�，北�人�再次�聚�家

常，歡��與��同�會�是��會活

�，探訪許久未見的�同��是發掘��

打�的好��，共同�造�好的回�。然

�在此之前�����以�嚴�的態�面

�此波�情挑�，守�回歸�常�活的幸

���，敬祝各���平安健康！         

臺北��大��設�院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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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院  院�

�和�院院�的�萬��院院�的�

�和�院B�地　強�������你�不知道的防��一線  超前部� 逆風��防�艱辛挑�

    �和�院成�迄今�入�十三年，提�以人為本的����服�，守護���新北市�健康，善

�大��院之�會責�。�年��力�構���健康�護�絡，���術�服�品�等都飛躍成�，

�得各�高��定，已成為新北地�不可��的�重症��重�。

    作為新北市��院�之重�，為了達成高品�、高績�的��一流大��院，榮� 2020年�家�

�品��(�眠中�)-�戴式�置�����眠呼吸中�症之信���析與居家��之��應�、

「109年�家��設施防護訪�演�」特優��，吳�斯院�榮�「���揮官」之�榮、��外�

榮�2020年SNQ�家品��章，提出足�職人�隊，以�構糖�病困��口智��合�護���隊，

為12%~15%的糖�病人發�足部�口��提��合�服�。

    �和�院�負新北之��重�，B�地�土施工，可提昇本院���護��，提��眾�好的�

�服�，同�強�北��系總�����發�量，這不�是�和�院的重大�設，�是北��史重要

的里程碑，���造����產業新契�，��育、�究、人�、��在地��，����究與��

產業發展在地��，�構������究��。

    本院在神經��、中風治�、失智症�合�護��重症治�等��的發展，提��家��產業的

競爭力，為�眾打造一�守護健康、��發展的����城，��「以人為本」的服�中��想，�

合各��源，�造����產業服�，深入��，走向��，��成為��頂尖大�之�新型智慧�

院。

「感�萬��院同仁辛�的付出，���在�新冠�炎這���中，打了漂亮的一仗」

   這是��萬��院院�陳作孝的��之言，他特別感��會各��入愛�，出�出力、捐助物�，

給予萬��院同仁�大的��。

   回顧��新冠�炎這段�間的��，陳作孝院�感觸�多。他��，�元2003年��SARS的經�，

�萬��院此次的防�作業�有幫助。�年萬��院收治76�SARS病人，經過完善的治�、沒有院內

感染，病人都康復平安出院。

   陳作孝院�強�，萬��院面��元2020的新冠�炎，可說是超前佈署。1�3�就成�防�應�小

�，�設：���顧�、�育���、��物��、�活�源�和財��，�院��、一同展開防�

作業。

   陳院�強�，�從中央流��情�揮中�設��，萬��院���揮中�每�發佈的��，�部就

班展開��工作。�1�21�臺灣收治�一�新冠�炎確診病��，萬��院隨即在�診設�發燒篩�

站，進�病人��；3�23����診���流就�，在�診�外面進�����，以嚴��控的�慎

態����情。

   另外，2�10�開始�施�院�眾�遊史查�，��探病、陪病�也嚴�控�，這一連�的措施，

都�得院內同仁�就��眾的配合，因�得以順利�廣。

   走過去年�今這段��艱鉅的防�過程，陳

院���，萬��有新興�染病應�計畫，除了

有完�SOP，每年都會安���演練，��院�

�同仁隨���好應�各��發狀況。因此，面

�新冠�炎�情��洶洶，��同仁都�發揮平

�周�的��，�接新冠�炎�情挑�。

   另外，他深感�一線�護人�壓力龐大，因

此萬�也�力��，�防�物�優��發給�一

線�護同仁，加強�診人力、妥善安�班�，�

免�一線同仁過�，�提�防�津貼，給予這�

�苦功高的萬�同仁�大的�理��。

萬��院  院�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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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神經��中�院�的�臺北�症中�院�的�

致力成為台灣神經��的�鋒�症�� �向新�

    為了提��優�完善的��服�、��前瞻�的神經���育，������的神經���譯�

究，���2018年�合臺北��大����系下三家�設�院，包括臺北��大��設�院、萬��

院以��和�院��的神經內、外�、�神�，�射�，復健�，與臺北��大��礎神經���究

的�源�人才，成�了臺北神經��中�，也是臺灣�一�以神經��為主的專��院。

    ���以�，本人即�籌規劃���院�一職，�負起�合之重�，��神經�����成為北

�大繼�症���的�二�亮點。

    不同��他���系院�散布各地，北�三間�設�院���大臺北地�，在�院��合上極�

地理優�，且��人才��，主治�師超過130�，陣容��龐大。

    臺北神經��中���在如此��的�礎上，以不同��的神經疾病做�向�合，設�了15�專

�，包括：神經腫瘤、腦��疾病、�射�術、神經復健、退��神經疾病、神經�理�認知功�、

��疾病、周�神經疾病、疼痛控�、小�神經、神經�射、神經���加護治�、暈眩與�眠�礙

�頭痛、�癇�神經免�。���以強�臨��合，共同合作討�治��針，提�病患�優�且�面

的��服�。

    本中��2018年率��進�洲�一台ROSA�術�器人，�成��器人神經外��術訓練中�，提

����的��病��腦部腫瘤�術�式。同年��入�共振定�超音波聚焦治��，�患有�發�

�部顫��帕���症的病人，不�經�開顱�術就�得�安�又有�的治�。另混合型�術�的設

�，可同�����介入、�微�術、���影和斷層掃描�查，在腦��疾病的治�上，大幅提�

�安����確�。�在去年，��也�入智慧型�術��微�，���術的���以�術中��都

提�了�大的幫助。

   過去38年�，惡�腫瘤高居�人十大死因之首，���利部公布��108年�人健康�計，每100人

就有28.6人死��症，�年�症死亡人��高達5萬232人。

   隨��症治�的�新�異，���在一�����點。面�新興��的�速進步，���結了臺北

��大�各式�新且�進的�發與�究�源、���的專家��與��家；再加上北���、萬�與

�和等三家���院的���術、���隊優秀的臨�診��師與各式人才，�2013年8�成�了一�

����症中�(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治�困��的�症，同�提��症的存活

率�治癒率。

   2018年6�，��開始�工興�一�結合�症治�與�究的�合型大�，預計��年�式開���

的�症大�將�為每��症患�提�獨一無二的治���，以�北����隊�優�也��暖的�護

與服�。

   此外，本院在���情嚴峻的挑�下，順利�去年12�中完成�內�一部�四代�緻型�子�的�

置，�將��年�一季加入�症����的�列，這將是�內�前�一一台��臺北都會�內的�子

治�中�，未�不�可增加許多�症病患在治�過程的便利�，����他�因移��造成的感染風

險。

   為了打造一��有������術�平，以��貼�病人�求的�症治���，���要各��進

大德��的挹助與��也��暖的�護與服�。

耑此  敬祝

身�健康  萬�如意

   臺北神經��中��許�成為臺灣神經�

�的�鋒，致力�提�優�完善的神經��

�護服�，�合臨��術�究，���進專

業，�育人才，躍�為�譽��的��重

�，���打造出一�����的神經��

��！

臺北�症中�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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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院院�的�

   新���院是臺北��大��運的�一家地��院，臺北��大�結合��與�和、��、萬��

院的雄厚���源、���究成果，提���鄉���中�等�的在地��服�，�成��穩固的大

北����系。

   前�院�吳�斯��帶�新���院同仁�入了無��力，打造�新的���間，2020年 4� 6�

�院完工，��即達��損益�平，新���院的成�與發展都要歸功�臺北��大�師�的��、

�和�院�強�師陣容的�助，以�新���院��同仁的努力。

  臺北��大�經�新���院一年多�，除了�入�新的��設�，也派駐��中�的�護專業�

隊，迄今已完成超過���密的��微�、��內���術，�������合�護，在糖�病、�

臟病共同�護�的��上也不�餘力，榮���市政府健康促進��定。

  2021年COVID-19�情肆虐�台，新���院率��進防��助�、召開防�會議，落�各項防�

政策，嚴防院內感染，同���院內���篩與����設施與流程，也接���市政府委託負責中

壢工業��篩站，與�他專責�院一同�負��地��篩防�責�，�助工業�各廠家��完成篩

�，利��業��人力配置與防�措施，以專業的���隊，�助中壢工業��業共同��，�內�

外打造�強厚�防��。

  感�您一�以���臺北��大�新���院的��與��，��將��以病人為中�，滿足��

�眾�求的�神，���進�����力與�術，提�服�品�，�向��一流��大����院�

進。

新���院 院�

1110

臺北��大�暨���系重要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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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杰院��隊以「零接觸式防���平台」榮�「�十七屆�家新��-��新��」

◎ 呂�宗主�以「微�遠��骨骨�復�鉗 3D 列印輔助器�」榮�「�十七屆�家新��-臨�新�

   �」

◎ 「零接觸式防���平台、零接觸智慧防��助�」入�「�十七屆�家新��-台灣防� 50 大�

   新��」 

◎ 君蔚����中�以「�面深入：從公�、重症治����的���隊 - 北���駐史��尼��

   �」榮��家����品����

◎ 君蔚����中�、復健��部、神經外�、顱顏中�、預防��暨����部、護理部、��部

   、�劑部�隊榮�九項SNQ�家品�認��章

◎ 榮�財�法人�院�鑑暨��品�策進會「2020 �家��品��」-「智慧���」1 �力� 5 �章

   、「������獻」查�新人� 1 �� 1 �力�、「主題�善�」�力�

1312

�設�院����臺北��大�����

◎ ��館榮�2020年������館�年會��展�究��1名�臺灣����館�會年會��展�1名

◎ AI新��隊「PROPHET CARE」榮�「TWCC星�爭霸」競��高榮譽

◎ 2021英���士高等�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世�大��名，本�入榜�球�303名，

   �內�2名；�洲大��名，名列��洲�30名；世�大��別�名，�「臨�與健康」名列前150名

◎ 2021年「QS世�大���」�「THE新興經��大�」�名，名列�內私��1

◎ �17屆�家新��，北�大�系�隊�得 3 項��新��、2 項臨�新��，8 項��，�業發展處�

   �得增設的「新�育成�」，總計14項�榮

◎ 2022 QS世�大��名，�居�世��407名

◎ 遠見�誌2021台灣��大���榜，��大���私�大��連�4年�名���一



◎ 榮�108年��症防治績優��院����院�牌�

◎ 榮����利部�十三屆優秀器官勸��構暨人�

◎ 榮�2020年�家��品��-智慧���智慧�決�����診服���-�眠中�「�戴式�置�

   ����眠呼吸中�症之信���析與居家��之��應�」

◎ 榮�「109年�家��設施防護訪�演�」特優��，吳�斯院�榮�「���揮官」之�榮

◎ 榮� 2020 年 SNQ �家品��章-��外�「足�職人�隊-�構糖�病困��口智��合�護���

   隊」

1514

◎ 通過財�法人�院�鑑暨��品�策進會「腦中風�護、糖�病�護、�臟病�護、���腦損�

   �護、�節置換�護、疼痛�護、慢�����病�護、�越�構�容��」八項品�認�

◎ 榮�臺北市政府��局「108年�臺北市��安��-績優健康職���」

◎ 榮�臺北市政府��局「108年���安�������-特優」

◎ 通過2020年SNQ�家品��章-���護服��認�

◎ 榮�財�法人�院�鑑暨��品�策進會「2020年�家��品��」-「臨�運��(知��譯�)」

   ��、「�真情��-新人�」、「特��-產��」��、2�力�、1�章

�和�院����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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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B�地有���究大������大���雄偉�築

�院�官在��上簽名留�

張��董��致� 林����致�

前��右�左��為臺北��大�總�弘�總顧�、吳�雄董�、郭��董�、張��董��、林����、

�和�院吳�斯院�

北�大�和B�地���究、����大�

   臺北��大�� 2020年 9� 23�上�舉�「�和�院B�地大�上��禮」，預計 2021年底完工�

��，北��系��、�究、服�、��發展����的量�將大幅提昇，成為臺灣��產業走向�

�的重要�地之一。

   本�張��董����，�和�院B�地是北��系�年���重要的�設，2019年5��工迄今，

短短16��的�間，��大�的結構�就已�峨聳�在大家眼前，充�展現北��系的�率與決�。

��和�院�負新北市��重�，�年��力�構���健康�護�絡，���術�服�品�等都飛

躍成�，�得各�高��定，已成為新北地�不可��的�重症��重�。

   �和�院B�地工程進�超前，預計可提前6���今年底完工，可�提昇北��系��、�究、�

�服��產�合作�量，結合新北市3千多家��與��器�廠�，再連結規劃中的中和�瑤���

�、南��家�����新�����，打造一�臺灣���谷的�家��廊道，將可大幅提昇臺灣

在����產業的競爭力。

   林�����出，北�� 2004 年與��部簽�開始，2008年�和�院開��運，�今已�入�16

年，不�是臺灣�一�公共工程����的BOT�，如今�已成為新北市、��大臺北地�守護�眾健

康�重要的�院之一。去年9�23�舉�上��禮的B�地�設，既是�和�院�三��設，也是北�

��發展史上���的大型�設�。

   �和�院 B �地有���究大������大���雄偉�築。未�將與產業�在����大�共

同設��發中�，北���加速器也會進駐，結合北����發成果、�和�院���源�臨���

量�，�進�內外的新��隊，聚焦�症�譯、神經��、����、AI人工智慧��、�胞治�與

再���、��器��發、�臟��、泌��臟��等特���，將大幅提昇��、�究、��、服

��產�合作�量，帶�北�成為世�一流的�新型大�。

   展�未�，�和�院吳�斯院��許進一步將�育、�究、人�、���入地�，����究與�

�產業發展在地��，�構������究��，�力���院在神經��、中風治�、失智症�合

�護��重症治�等��的發展，為�眾打造一�守護健康的����城。

   �和�院 B �地��新北市中和�，隔��通�與�和�院�一��二��大�遙�呼應。���

究大������大�均為地上17層、地下2層的�新�築，總�地板面積�2萬3千坪，設有��育成

�新、���究、��人�宿�、�活廣���外階�廣�等�間，��大���7、8�的連通�層

則有��會議中��會議�，功���，完工���將成為中�和地�新的地�。

北�新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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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新面貌

臺北�症中�大���緻型�子中�陸�完工

   臺北��大��系�年����合大��三間���院之�症�究與���源，�2013年8��置

��的臺北�症中�，�力�發展成為���頂尖�症中�的�向�進。

   為提��高品�的�症���護��與�尖�的�症治��式，臺北��大��系在董�會��院

�力��下，�三年多前開始興�一��症大�，��去年10�落成完工。

   這��新的�症大��在北�大���春�左側，�址是�二停車�，外觀��微笑曲線的�弧設

計，是一�地上7層、地下4層���幃�大�。�年�式���將提�北��系�症專家與�師�隊

�充足的�究與服��間。

   隨��症治�的�新�異，�子治��是未�二、三十年�射治�的主流，北�大�年也積極發展

�進的�子治�。這座�有�台�一部�四代超�型�子�，�置��春�與��大�間的景觀大道

地面下20公�，�地面積�300坪的�緻型�子中�完工�，將成為�洲�一��地下�的�子中�，

�將��年�一季展開臨�治�。

　　  預計�年陸���的�症大�與�緻型�子中�，將為北�大與�臺灣帶��症��的新風貌與新

��。

�症大�

�子中�

�子�吊��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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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存感恩，一�有您」 捐�致�頒��禮暨餐會

   本��2020年9�5�，在���合大���16���會議廳，舉�「�存感恩，一�有您」捐�

致�頒��禮，�頒108年��育部�勵捐��育�業�項的本�捐�人。

   �禮在北�����「�聲合��」以�、臺、�語�曲合�中揭開��，張��董��、林��

����元坤總會�一一上臺致�，除感�捐�人的無私付出外，�播���簡介與「這一年��一

起做的�」影�，再��捐助的「北�大�欖球隊」��上臺���得與成果，��面�達�捐�人

�摯的感�。

    108年�捐�臺北��大��，經�育部�定�合�勵捐��育�業���共計 324 �，包含�晶

�座3�（1千萬元以上捐��）、���牌27�（1�萬元以上捐��）、�狀294�（10萬元以上捐

��）。接�公共��處��，撥冗前����共計85�（含�晶�座2�、���牌7���狀76

�），�張��董��、林����、�飛鵬���、吳介信���、陳震宇����朱娟秀���

�頒�牌（狀）。
 
  �晶�座的���有：旭陽����集�呂旭陽董��（�人�郁貞代�）(�1)、財�法人�英

����會���董��（合��設�構總�）(�2)���地產陳榮洲董��3�。���董��因

為�己�家人罹病�接�北��隊�病猶�的�護，進�回饋������育的發展，多年��北�

大�三家���院的捐��計已超過千萬元，除�����提�北�大�系外，同�也是優��業�

範。

   ���董���頒�育部�晶�座�����，他���築是良��業，從��築�業50年�，從

�沒有一�，要求�工偷工��。如今，他�以�築業龍頭的身�，透過�己的專業觀�，為業��

�會�義發聲。他���總�府�策顧��世�臺灣�會聯合總會總會�，他認為「做人要�懇、做

�不��巧，�且��懷��人感恩，��會回饋的��。」這是他給這世代年輕�子的�範，也是

他發�內�的�議。

   捐��禮�，本�安�了�盛餐會，除��遠從各地前�的捐�人外，�此促進捐�人與�捐助�

�����的�流，��捐�人了�北�大�系透過捐�的各項發展，以��捐助��在�業上�進

的狀況；�院�官��捐助��代�均�躍出席。

   �衷感�各�挹注北�大各項�設的�求，除了�院師�、�師���外，各��達也一向不吝�

�，����捐�人的慷慨捐�，愛無�息，北�大才����播下��的�子，共同為�育�努

力，�北�大的未���好。

感�有您4

����人與北�大�院�官合影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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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大�在�向��會影響力的�新型大�前進的�上，得遇�內��產業與��接軌�大�

�─鑽�����有限公司慷慨捐�2.4�，此筆善�為北���以��一筆上�元捐�。�中2�元

作為興�臺北�症中�大�、4千萬元發展����之�。

善�2�元，��興�臺北�症中�大�，命名為「蔡萬才�症大�」

   臺北��大��設�院以發展�症��為��，�以此優良��為�礎，� 2014 年成���的臺

北�症中�，聚焦�症�譯��，��2018年興��症大�，�合���三家���院�源，提�高

品�的�合��症�育、�究���服�。在鼓勵���新與造�病人的理�下，鑽�������

有限公司捐�新台�2�元�助興��症大�。

  為感���施益世之善舉，富邦集�董��蔡�忠���鑽������東、富邦�控董��蔡�

興��特以��之名，命為「蔡萬才�症大�」。蔡萬才��一����信、��、謙和的�德，�

�富邦集�。�興�慈善、����術等��會，�構公益服�平台，�履�����業。他的寬�

�野、�之��會，�之��會的仁風，令人敬�。

捐���院善�4千萬，作為提�免�������究之�

    ����是現代��的��，北�大針���健康��加強�究，透過人工智慧 AI 與����

運�，達���預防、��診斷、��治�、���護四大��，守護�眾健康。

  感�鑽���捐���院4千萬元，作為「Microbiota�究��-提�免�������究�量」

��之�，北�運�此��，率��進�台�一台『���流式�胞�析� Id7000』，利��別�的

�物信息與大���叉應�，���人����庫和人��因��庫，��挑��適合病人的治��

式，以�小�的損害、���的�費，��得�大�的�益，此概��影響免���的未���。

  感�鑽�������有限公司慷慨挹注，愛無��、撥下��的�子，��北�大各項軟硬��

設，北�大將會妥善運�善�，加速北�大早�成為��一流大�。

捐�人故�

感�鑽�������有限公司慨捐2.4�元

大幅提�北�大��服���究�育�量

蔡萬才�症大�

�設�院

萬��院

�和�院

�台�一台「���流式�胞�析�」

��暖��護安�  �護防��前線感�有您�挺

  2021年�然席捲重�的新冠�情�大家措�不�，且今年�情�加嚴峻，造成人�惶惶與�會不

安，�護人�的工作量�間�增，可想�知����的壓力有多大，然�為了防��情，�院配合中

�施了各項��，�護人�也不�辛�的站在防��前線，不�守護��健康，同��有安定��的

力量。

  各�各業���影響，經�一�低迷，�會各�在此嚴峻的�情中力挺�護，沒有因此����護

的�愛。��情以��內外的加油、打�，送愛�給予�護上��要的防�捐���財�法人�英�

���會、財�法人富邦����會、財�法人張榮發��會、Give2Asia等超過9,200萬元；在防�

物��面防���女���捐��命呼吸器，�有�多的防�設�、防護��、愛�餐盒、點�、飲

�、鮮�、護��等都�以往多出好幾�，在此要向�有捐��源的�人、�業���，致上�深的

感�。

  北�大三家�院(�設�院、萬��院、�和�院)�負�北��重�，��配合中央政府開設確診

�專責病��院外�苗施打等政策，感��會善�提��一線�護人��安�的保護��，�他�可

以安�作�，�北�大�處��中壢的新���院也配合政策將在��工業�設置篩�站，您�提�

的防�物�給了他�一劑強�劑，�為辛�的�護人�提�安�工作��，保��健康，�給予��

���與鼓勵。�他�可以�安�無虞守護台灣。感��會各�善�人士的暖�再次展現台灣��的

風景，��同島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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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普�寺�宗道法師

「�財左�進，右���去助人」，捐�500萬元��興�臺北�症中�大�

   師大�術系畢業的宗道法師，一�以作畫弘揚�法，他���己始�奉�「�財左�進，右���

去助人」，這�才是人����的�情，不���遭��被搶。��76年，身無��的宗道法師，靠

�義�山�繪畫�作，�向�人��一張65,000元�票，在群山��的三峽��崙里山坡地，艱辛闢

�清�道�普�寺，�奉�迦�尼、大智�����大�普���，開始弘法利��業。�是出家

人，�卻�入世法，成�懷仁��會和�工隊，開設�養院，�顧�會�層困苦的弱��子。

   宗道法師��，回想起與北�的這一段因緣，早從徐千���人就開始，�間�設�院劉���院

��為他治癒了多年的胃疾，多年�一直與北�有�深厚的緣�。他也感�前人的��，才有如此的

因緣�足，深感�護人�是為眾��病苦、不求回�的活��！

   在一次偶然的�緣下，得知臺北��大��症大�計畫興�的�息，便��聯繫本�公共��處，

將普�寺超過一半的年�預�以����捐�500萬元��北�大興�臺北�症中�大�，��以��

��，令眾�遠��症的��與病苦。

   感�宗道法師�����懷��北�大臺北�症中�，將這�善�提��內外�症病人��進完善

的治�與服�。�聚焦發展�症�譯����進���術，��育各��症����究的專業人才，

致力發展為��一流的�症��重���越�究�地！

宗道法師(右)與林����(左)合影

公共��處蘇處�(右2)、

簡�處�(左1)��業�懷�陳��(右1)

前往三峽�訪普�寺宗道法師(中)

   台灣因�育率下降，�童人�也隨之下降，每年�有 500 �新發�童��，�發�率卻有微幅上�

��，可�和�因、��汙染等因�有�，�幸�童�症5年存活率有高達8成，�成人�症高許多。

��治癒率高，�童�症不再是無法治�的絕症，因此，���子會在2018年，將�童�症加入�子

會的年��業，���透過幫助�童，��家未�的主人�順利成�翱翔。

   ���子會 300A3 �� 2018 年 9 �率�與臺北��大�臺北�症中�一同發起「�童腫瘤病童守護

��」專�，����子會300A3��二十三屆總�林�峰、�十四屆總�施竣中、GST���辜雪�

與�童�症�懷委�會主席林��負責專���，��經�弱����家庭�童，包括健保不給付之

必要��、�查、治�、�物、���輔�器�費�、病�費差額，以�病童家�因�顧病童無法工

作之�本�活費��助等。

   同�為了�久病���院治�的�童��有��的回�，�童�症�懷委�會主席林��與 300A3 

�陳寶��二�總���，多次�臺北��大��設�院舉�萬聖節�聖�節的��派�，設計�富

的演出�多�的��活�，�小小鬥士��卻治�的苦痛、帶�愉�的�情面�接下�的挑�。

   �久以�的努力，除了各�會�躍響應外，��2020年�得���子會��會LCIF的撥���，這

是世��一�、也是���一��成功的�童腫瘤專�，��非常�得。�子會��人茂��士

(Melvin   Jones)說：『開始為他人服�，您才�成就大�。』，這句�展現在 300-A3 �的���身上

再貼�不過了。

   �前�專�共已�得� 1,263 萬元，這�愛�，將會在即將落成��的臺北�症中� 2 ��童腫瘤

�留下見�。也���會各�共襄盛舉，發揮大愛，加入「�童腫瘤病童，守護��計畫」，一起守

護�童的健康�未�。

捐�人故�

���子會300A3�與北���發起「�童腫瘤病童守護��」專�，

共�得1,263萬元，守護�童的健康和未�

趙祖��院�（中）代�臺北�症中�向
捐���感恩致�

北��童腫瘤�隊召集人��斯�座��
致感��

�子會��守護餐會大合�

�英�子會陳寶�會�（左）
與病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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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的信

�聯��清寒優秀�護青年��� ��系六年�����

   感�財�法人�聯�����會�利��會再次給予�這��會，���聯��清寒優秀�護青年�

���，這筆���的成���得以安�就�，從大二開始��這筆���，如今已�入�五年，一

直以�得�貴��會�大的幫助，貴��會給予�的不�是��上的助益，�是求�過程的鼓勵與�

定，��得以�無�騖地完成�業，一�走�得�許多幫助，同�孕育�成為一名知�、惜�的人，

�此�充滿了感�，在此致上��摯的�意。

  這�年��這筆���，不��是�一人�惠，��輕家中不�負�，台北的�活以���系的�

�費��家中�不是一筆小��，���從沒因為這����的�想，也沒將他�的�憂展現在�面

前。�貴��會猶如雪中送炭，透過這筆���以�助�貸�，成為�這�年的�食��，����

�大二起獨��主的�活，也���可以不必再為��憂，瞭���一�努力�����的工作�是

為了�溉�和妹妹的成�，�努力成為����驕��深感欣慰的女�，這筆���便是���大的

��。��貴��會，��的感�之情同�不言��。

  如今已�上六年�，�入大�的��一��，一年多�的��階段���加貼�未�要面�的��

專業��，也了����除了處理身�的病痛外，同�要成為病人上的��，不只�病，�要�人。

�病往往不是一�人的�，�是���與病人�處，��有�會接觸�多�命的故�，���悟��

命的感�人�處，進入�院�也發現�己善�接觸病人，作為一名���，�己���有許多�間�

聽他�的聲音，�也�許�己未���進入臨�工作���有這�的�。��接觸各��，��加確

��己未�的�向，�一直��高中開始就接觸各�的�童，在��接觸��病童、面�家�，�且

觀��院�師和主治�師�的�活�，��加確���是��一�子���且�進努力的�業。求�

之�一�走��不容�，�加感�身�的人給予的幫助，�貴��會便是大��涯的一大貴人，在這

�上也��給予��暖的��與鼓勵，�����無�騖地��，�加�信地走在��這��上。

  有幸再次��這筆���，將繼�成為�的�活��費，�年即將畢業，如今也已開始��畢業�

不���院�師的��。回想起��就讀��系的�衷，就是為了��有�大的力量幫助�多的人，

不�是過去�與山服���隊義診、�願�會�工服�的�與，��是��階段�遇�的�師��姐

�，都��再次�認�有愈大的�力才�幫助愈多的人，�然現在���給予他人的�不多，�這�

都將成為�成�中的一部�，�許�己���遠保��這�的�情，在未��有�力之�，�不�此

�的�己，��繼�將�身��帶給��之人，�貴��會給�的認可與幫助，陪��完成�業，�

會�保這�感恩之�。

  再次感�財�法人�聯�����會�利��會������清寒優秀�護青年���，再次��

這筆���，是��的一大�定，���上��這��，是多大的��，��安慰�苦的靈�，是身

為一名���大的��，�也一直都�感�有這�的�會��北�完成這�的�想。透過這筆���

�這�的�定，成為�求�的助力，也是�成�的�力�記�貴��會「�之�會，�之�會」成�

這筆���的��，�也�許�己在未�閒暇之餘����進��願服�，���偏鄉部落服�義

診，透過�大的力量延�服�的�衷與��，將愛散��各角落，回饋�會，若有幸也願�貴��會

服�，再次感�貴��會的認可與�定。

聯愛�護��� ��系六年�����

    感�聯愛�護���給予�這�好的�會，��在求�的�上���加順遂。

   ����東縣的一�農業鄉�，��活�外向，�觀積極。家�有��、一����一�妹妹，�

��從�農業，家�不是�富�。因為��農�繁忙，�以�從小就�會���顧妹妹的責�。

   從小�大，家庭���許多觀�，也養成了�現在的人�特�，��會獨��顧�己，���發規

劃讀��間；也�會包容謙�，在群�中和��處，和大家�處起���洽，也�����入大家。

   現在�主要在臺北��大��設�院、萬��院和�和�院見�，������知�與臨����

�，從�礎的病史��、理��查�影像��判讀，再�主治�師討��析想法，了�每一�疾病的

處置。從�本知��換�臨��析，��一開始���感�大，�是�漸的��下，慢慢�會了許多

����，見�之餘，��不斷進�臨�知�。除了利����源，搜尋���讀，也會��局�買

��讀物，�充��他�面的不足。

  ��家�的收入�源完��靠農�的收成，加上�與妹妹在台北的�租與開銷，有了這筆���，

�����的經�重�稍微緩�。另外�也�買������籍，����外�的�籍特別有興�，

有了這筆���，�就�買����鑽�。�也想趁此�會��英語���程，�的英語程��不�

好，無法�流暢的與人溝通，�以�想透過線上���程，�增加�的英��力。

���想再次感�聯愛�護���，在��的�上幫了�一大�，����無�顧之憂的不斷努

力，增加�人�力，�造�多優�。

��!真的非常感�!

�仕�����會�������

   ���仕�����會提�這����可以幫助�，在現在家�經�狀況不好的��，這筆���

真的���家有�大的幫助。另外因為這�����要�加�座�活�，也��去�加了平常不會特

別去聽的�座，也在這��座中收穫良多。

�仕�����會�������

   ��捐�人，今年在�情下沒�法工讀，多虧有這筆�����可以好好��，在大�的��一年

��接�這�的幫助，真的非常感�捐�人，��以��也�將��的幫助回饋�會！也��在�情

之下，捐�人�和家人都�一�順�平安！

�仕�����會�������

   �逢�情加重，家庭收入��，��家�也被��，因此�即��得這筆�助真的�開�，��在

�����可以不去�惱經��題，�會�記這�感��感�，�努力讀���，未�出�會努力成

為可以幫助�會弱�的成功人士，屆�回饋給求���和�有�同困�的人，就像捐�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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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的信  

護理�院�山護理育才計畫�助�� ��院����感�信

致 敬愛的 義大�院 �元坤  院�：

I am Ngo Thi Mai Huong, the fourth student of International Ph.D. Program for Cell Therapy and 
Regeneration Medicine (IPCTRM). I come from a tropical country, with a long beautiful beach – 
Vietnam.

This is a great honored for me to express my special thanks to you, who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ell Therapy and Regeneration Medicine field of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MU) 
and Taiwan. Your generous financial support help IPCTRM's students have the chance to study at 
one of the best Medical School in Taiwan –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and achieve their goals.

I remember my biggest honor was when I joined my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9) as an oral 
presenter and received the second prize from you. In that exchange, the philanthropic passions that 
you shared motivated me somehow to add more determination to research to serve the best benefit 
of the patients. In addition, your generosity also gave me a great lesson about life. It is when we 
have love and believe in love, we can have many ways to express it.

Once again,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a member of IPCTRM-
TMU, to join the professional research and study environment. 

Best regards, 
God bless you and your family,
Ngo Thi Mai Huong

致 敬愛的 �鼎�� 沈�聰 董��� 張�� ��：

We appreciate your generous donation to Stem cell research, TMU. Thank you for your contribution. 
It helps to make a major difference in lives of various students to make their dreams in reality for 
bright future.

We are very grateful for your kindness. Your contributions have helped us a lot. We, PhD students at 
IPCTRM, feel blessed and happy. I have more motivation to study and research. Inspired by your 
great contributions, I also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I will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society and help 
students like what you have done now.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all 
the best.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and very helpful support to IPCTRM program, especially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Your kindness really motivated us to try our best in studying”

Thank you for your donation given to the students who are pursuing their dream at IPCTRM TMU. It 
really makes us smiling and feel grateful when remembering it.

Thanks to you, we can get more financial support that can helps us to finish the study in TMU 
smoothly, it really helps us.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ongoing great support for us, IPCTRM students. I do hope we can meet in 
person in the future.

We are very grateful for your help in providing us the scholarship for our studies. Your help makes 
me easier to focus on the study in the recent condi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we hope that you and 
family always be safe and healthy. 

�士�護理�系三年� 盧信�

    「不要總是等��會，�要�己�造�會。」

   �這句�作為開�，身為此筆助����得人，在此要以�真摯的�說一句「��」；這��的求

�之�上，��可以說��的家庭經�上��得了無�的幫助。

   在將���將�的同�，也給了�己一�定�丸，��己�將�要打工���常開銷的�間，�換

成�主讀�和與同�間討�的�間，在�助��幫助下，不����活開銷的情�，�在�間���

理的安�下，每次的�����都���，�且����的���每��要��的�理，����將

�臨��在�理與��臨�做結合，在臨���中也�得�病患與家��護上�好的回饋，�覺得這

是�大的成就感�源。

   另一�面在�業與陪�家人中可以多一點�間�入，在�助�的幫助下，�己的成績也有�大的進

步，����本����護理系的家人�從��的態�，���己的一點一滴的努力�，�現在��

�的���，�覺得非常的欣慰與感�，

  ���同�，�的家��許與別人不同，出了�會��回���讀��蕩：一�面�為打工奔波，

一�面為�業認真；一�面為�活上的經�壓力感�苦惱，一�面�疼�����不���……��

�言，�責的�態不��去幾�，因此，�如�前面�述，��������助，���在�益�

多。再��確地說，這筆�助�確確������無�顧之憂地讀�了！感�之情滿溢���中，感

想撰稿�此，�已又因感激和感�的情�深深的感觸。

     在此�末，�要再再向各��無私向�給予�助的����、��、同�和�重要的家人說一次 

「��你� 」；同��也想勉勵每�人，積極去�活、勇敢去克服�處才���己成�，就像���

說，貧窮不是�絕成功的�口，�是追趕幸�的理�，未��也會感激��過�助��的感恩，��

地保���的態�，幫助這�會上�多�要幫助的人。

護理�系�士班 Raden Ahmad Dedy Mardani

I sincerely thank the College of Nursing for allowing me to get a scholarship to continue studying for 

the Ph.D. Program in College of Nursing,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he scholarships that were given 

very helpful and useful for me, so that with these scholarships I could optimize the potential that I 

had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t the College of Nursing,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so that later,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I obtained could be applied and utilized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for my students and to improve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community where I devote myself.
This is my gratitude to the College of Nursing for the scholarship opportunity that has been given to 

m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College of Nursing support. Very much apprec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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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想，一��工��各�人才都��要，有�出�、有力出力，結合大家的�源、

腦力……」��張瓊枝為成��年多的君蔚���工�簡���，��成為北�的��與觸

角，�連與�多�工��會貢獻一己之力與愛�。

�合北��源，發揮�大��

   成軍才�年多，君蔚���工�卻已經低��有�70�成�，不��與北�每年的��活�、粉墨

登�為弱��童發聲，也�與了2020年的北�60週年�慶演出活�，�得�烈迴響。只是大家都不免

好奇，�前�會上�工��為�眾多，為什��要成�君蔚���工�？

    �間回� 2019 年 3 � 8 �，北�公共��處的起���是為了�合�會人力��源連結，�願意�

入服�工作的力量做�有�的運�，發揚�願服��德，在���君蔚��式成�「君蔚���工

�」（Dream Way Angels）。

  會中�出�工���與�����，��帶�君蔚���工�，結合北�的力量，�愛擴散開�，

�發揮加乘�果，為�會帶��面的影響力，���發揮一加一大�二的力量，與北�一起�懷�

會、服�人群。

  ��張瓊枝提起��緣�，她��，一開始設定就是要�助北�公共��處的��公益活�，像是

每年舉�的慈善義�會、萬人健走活���眾疾病預防、健康��等公益活�的理�，�前已舉�了

��節����、故宮���析、失智健康�座�愛�義�公益�演等。

  大家通�「師�」的張瓊枝，可是��深�工，��在台南成大�院、中������女青年會等

�����工，除�院、身��礙、早��系��，�有居家��、�息服�、安�病�都可見她的

身影，�有超過三十年服�經�。��工服���業的她說，在公共��處處�蘇����下，�然

義不容�，只是�本已經有固定的�工工作，又要����重責，她���不�再「�班」�與，�

幸�工������公共��處，�前除了固定��活�，�他專�都會提早規劃，�以她欣然接

�，帶��這群���。

�深�工帶�，服�的人收穫�大

  負責��「��」��的����郁貞，�年居�在��，因為�與�會、�奉上�，平�過節就

常�護理之家�構�送�音，��工服��本就不陌�。她的�與緣�，是因為去年�過世的��回

台就�，在北����得�多的�顧與�助，�然罹患腦瘤的����不�病魔，�在���隊的�

助下，�得�好的��，��回饋的�情，一聽�要成�君蔚���工�，便一馬��，成為�一號

��，�廣�����與，馬上集滿前十名，不愧負責�源人�的�����。

  如今在台挑起公司��的她，除了�入�工�，也挹注��腦瘤���究��，���多貢獻一點

�力。言�間流露�感激之情，卻也坦�有�不免哀�，�幸，在���的共同��下，已經重拾�

活步�。「沒想�，�本是想要服�的本意，�己卻在�工�意外�得�多祝�。」她感�的說。

  另一����彭薇薇則負責�劃�政與活���工作，她笑說，「�就是北�的��，畢業�就一

直工作，直�四年前�職。沒想�，只�息半年就閒不下�，�前除了�職工作，閒暇之餘才�有�

會和�間��與這�服�、貢獻�會的有意義活�。」她�充說�，�前的運作�式，是一�去�

�、����適合��可以��的工作，就像是一�成�型的�織，有一�活�是每年固定舉�，有

���想去做的也可以提出策劃。�然是����的活��式，����可是北��有力的�援。

不只�工服�，�從中結�同好

  提起三�都記�猶新，也在北���六十週年活�上令人�艷的���舞�，��張瓊枝說，大家

足足練了三�多�，只為了呈現�好的演出。���彭薇薇不斷點頭�是，���人在��的���

�郁貞，�是與��同�在��的�工一起線上與台灣的���連線練�，也是�一�練好舞的人，

只是因��病情加劇，�未�出席。

  「��的�工都是介�進�，�以彼此認�，成���是���龍，除了萬��院合��的�工�

也��加，�登上�家音�廳�票演出。�有�術�師、��、舞��師……」張瓊枝說，�經�北

�大通��育的�師��為�工��，夜訪故宮；大家��為了�與慈善義���，�上和服�了半

年的�間練起�本舞……

  謙��己年��大的��張瓊枝，有�年輕的�，活�力�人，�今仍然��每週固定在台南成大

�院的�工工作，��與萬��院合��，����與服�的她，也因為君蔚���結�新舞�，與

幾��工�的��固定��師練起���蕾。提起大家以舞會�，她��，�蕾可以訓練平�與�

力，這���的人身�保健��重要。

響應各項活�，成一�三院的��

  ��，君蔚���大家都越服�越起勁，除了粉墨登�，�在慈善活�默默付出，�與各項健康、

人��座活�。今年1�的人��座，則����居法�20年的法��家�術����忠�（Kanzan）

�師，蒞���「����法��」，帶�65�與會�「偽出�」，一起�淫在法�的�漫氛�中。

從�史、經��人�，�闢入�的�說，猶如身���神遊�黎。另外，�響應萬��院主�的「獨

居�人送餐」服�。有感�高��與孤獨的�人服�，政府經費無法提��助的部�，就透過�會各

��源�予以�助，因此�君蔚��一發出訊息�，大家都���認�，「�多��都是一��意，

也有人一認�就是三年、五年的餐費，這�有意義的活�，都會��下去。」張瓊枝說。

  適逢�情�間，君蔚���是����暖�養�飲品，送�北���、萬��院��和�院，�達

��防�人�的感�與�懷，也�他�在�顧病患的同�也要保護好�己，�����力挺�一線的

�護人�，「�且一家都不��，」張瓊枝�充，���儼然成為一�三院�護前線的送暖��！

北�60週年��千人宴活�上，君蔚���的���舞�再次�豔��

帶��會善良風� 做別人�命中的��

君蔚���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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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弱�角落，��捐助四��

  不只做慈善公益，君蔚����像是一�共同成�的��。�是，回歸�工服�主旨，�要幫助的

��這�多，如�����助�援的��呢？

  ��張瓊枝��，北�慈善義�會����捐助的有四���，包括打造身��的幸�音��、台

東偏鄉的��，�有高雄那�夏的願景�、以�萬��院的�頭���計畫。「每年��的慈善��

會�入�中一���，每年�流、四年一次，��且固定。」像是三��落�的慈善義�，在大家的

努力下，共�得超過三�萬元��，捐�給��法人台灣身��礙�音��懷�會。將這�愛���

�養身��子的養�，打造身��的「幸�音��」。「�人以魚，不如�人以漁。」這�幸�音�

�，就是要�這�身��發揮他�的音���，透過像是���頭�人��的�式，�有�己��的

�力。

想做的�多，���多愛�人士�與

  ��每��與的活�與服�工作，��和����都興致勃勃，�然�前仍然�����的�援，

�是她�不��同��，未����有�會成�君蔚����，設����、�有�即�的���助

�途，���有�率，得以專�專�。�然，這���要�審慎的��與討�。張瓊枝強�，未��

是�注在公益服��面，以臺北��大�為主、�����構為輔，結合�會上的愛�人士與�源一

起�做活�，幫忙偏鄉的弱���，���地�育等。「�有�髮�、中低收入的��，�他�有�

�的��地�.....這�都是��想要做的。」

  「��想做的�多，�然現在的影響力�有限，�是滴�成河，��就是做好�己�內、可以影響

得�的人、��，以���成��什�程�，�不得�知，��工群都����力。像��己的工作

就是人力�源，主要工作就是��多人��加，���的��不只在�源、財�、人�都���強

大，這是���己今年定�。」�郁貞�充。

  彭薇薇也鼓勵身�的人有�間、有�力都可以��加，「����������輔�成，像是�前

�症�院會���注�童�症�面，這�有�多�要，��都可以去做。�重要是，���非籌��

�，除了公益服�，��也會舉�����、人��座，活�內容��的多元。」

  �加君蔚���，她認為�己收穫�富，�本是要付出，��因為廣結善緣，���得�多幫助，

�且���身�背景不同，��透過活�結�朋�，「像��平常沒�法一次認�二、三十�朋�，

�是�加這�活�就有�會了。�且年���，不��活��富、�子�大、面向�廣。」

  在公益服�這��上，君蔚���無不��以一己之力，帶��多的良善力量。笑�是北�大公共

��處的「觸角」，也是「�腳」，她���透過滿滿的��量，吸��多人共同�與，年�不�、

免會費，��有�之士一起��與助人��的君蔚���列。

君蔚����北�捐助興�的部落願景�內合影

2019年3�8�「君蔚���工�」（Dream Way Angels）�式成�

北�每年一�的慈善義�活�，君蔚���特別�起和服���本舞，
粉墨登��得滿���

君蔚���工���張瓊枝(中)與������郁貞(右)、
彭薇薇(左)，���與�工服��得

  為了���了�北�如��助�源貧乏

的偏鄉，在張瓊枝���彭薇薇、�郁貞�

����的�軍�公共��處蘇��處�

安�下，特別���4�底前往高雄那�夏

�達卡努�部落�訪，一探願景�與部落

�前復�的狀況以�進一步了�在地�

求。這�專�是北�大�2016年起，便開

始��「高雄那�夏達卡努�部落」，�

�助興�部落願景��願景窯，�新的�

築與�間，���提�達卡努�部落�亮

部落青年回家的�。��未�，不���

他�的�要，也在他�的�要中����

的責�，一起�為他�加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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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蔚����中�以「�面深入：從公�、重症治����的���隊-北���駐史��尼���」

   榮��家����品����

◎ 君蔚����中�、復健��部、神經外�、顱顏中�、預防��暨����部、護理部、��部、

   �劑部�隊榮�九項SNQ�家品�認��章

◎ 榮�財�法人�院�鑑暨��品�策進會「2020�家��品��-智慧���」1�力�5�章

◎ 榮�財�法人�院�鑑暨��品�策進會「2020�家��品��-������獻查�新人�」

  1��1�力�

◎ 榮�財�法人�院�鑑暨��品�策進會「2020�家��品��-主題�善�」1�力�

◎ 防��護專家�「Taiwan We Go Team」赴史��尼�助���情，再�防��績

◎ 冠狀��疾病�護服�通過財�法人�院�鑑暨��品�策進會�護品�認�

35

�守防�　守護��

    2021年因應�情嚴峻，本院服�降�，��非���術、處置��查，�落�人��艙�流、擴

充專責病�、加強�禁�����清�，�診慢��定病患則�施遠距��服�。此外也擴大篩�設

置�外��站，有懷��診斷症狀不��可即���，�然�篩�劑一��不應求，�也因此牽��

�會各�善�人士的�，因為有您�的��與�定，������隊�有信�面��情�擊�未知的

恐�感。

�病�� 落��人��

    �病也不���，為��通不便的病人仍有���顧，北���發展遠距��、居家�慢�病�

理�控、�戴式�置等，�向智慧�院�進，�AI系�控��提�，��做�零失誤、零疏漏。��

除提��院治�品�，也�重�病人�理和靈��面的�求，�合���多專��隊，提��面且�

���護服�，打造�暖貼�的�人��。

提��症�� 打造���服�

    北���� 2007 年成�了「�症中�」，2009 年首次通過�家��症診�品�提�(A�)認�。

2013年與臺北��大�成�的臺北�症中�結合，成��症多專��隊�診，提��症病人從診斷、

治�、追��預防的一站式服�，�聯結萬�與�和�家北����院的在�症�育與�究的�源，

多年�一直�力發展�提��症��的��。去年12�中完成�內�一部�四代�緻型�子�的�置，

��打造一��有������術�平，以��貼�病人�求的�症治���，未�不�可增加許多

�症病患在治�過程的便利�，����他�因移��造成的感染風險。感�各�善�人士��的挹

注與���症防治與�究發展，幫助��為���症病�打造���、高品�的�症��與�護。

臺北��大��設�院

有您��，��會�進步6



臺北��大�‧萬��院

    �元2021年，�萬��院�言，�然是充滿挑�的一年，新冠�炎�情�去年�延燒�今已逾一

年，��新冠�炎重症收治重�。�18年前��SARS的經�，成為今�作�的養�，�院同仁上下一

�，超前佈署共同�入防�工作有成。除了��之外，萬��結合���源，����健康促進與�

�2.0政策，發展成為�有優�服�，�人�護，人��懷的��型��中�。

高品�服� 造就��的��

    �一�患�進��院�，即會產�「有�」�「無�」的感�。��結果��病人�直接的有�

感�，��診��，則��無�的感�。品�始�是萬�的��，���信若��病人感��專業，

和超乎預�的尊重，這�無�的��，就��造出�病人想要「再���院就�」的��。

    萬��院重�鄰里�求，提��眾��要的��項�，致力�將有限�源進�無限的發揮。除了

�提高�診�率之外，也�����院�病人，�造出�高的��。

�源集中 ����超有感

    ���山�高�人口眾多，�����查，�眾�有感的��服�項��別為：���疾病、�

症治�以�慢�病�合治�。針�上述結果，本院�出專為�山��眾量身打造的「�合���中

�」，無須蒞臨�院，居��可�得完�����服�。

    此外，��特別設���別的「�合��診」，�同�罹患2�以上慢�疾病的病患，只�要繳一

次費�、�一次診，就��得���的治��護。除了提��眾的就�便利�，�打造貼�又��的

�診��，呼應萬�重�病人�求的服�宗旨。

致力為��服� ���護不間斷

    ��型態不斷演進，未�進�診�的��可�有���，從過去以�院為主、��為以居家��

�為中�，因此萬��院�逐步�型，��將過去�注重���的服�，延����鄰里間。

    萬��院身為��型��中�，�周遭����居�的健康，是��責無�貸的��。��情�

代�臨，無�是�����是�眾就��式，都已出現巨大��。未��院會繼�以重�「病人�

求」為宗旨，不��顧患�的疾病，�會為病人出院�，提����的���護。

    同�，為了幫助弱�居�，設�弱��群�����助、獨�送餐和�症臨��懷服�，���

��活陷入困頓的家庭�孤苦�人，因��得�息�會，�有勇�面�病痛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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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多項SNQ�家品��章認�，�進�重症、慢����安��護等特�專���，帶����

   ���發展、落�病人安�守護的責�

◎ �病共�決策��運�「優秀�隊�」

◎ 109年病人安�週-為病安發聲���

◎ �21屆�家��品��(HQIC)智慧���智慧�決�����診服���「�章」

◎ �家新��-臨�新��

臺北��大�．�和�院

    �和�院�2008年成�以�，不斷地��淬��提���服�品�，���內外�鑑�認��

定，善�台灣�重�罕症��之��。本院�致力������究的發展，打造服�、��、�發的

��重�，未�將成為��頂尖大�之�新型智慧�院。

小豆苗茁壯��計畫

    �和�院�演台北地��幼重症�送�院之角�，�前已守護超過上萬名的家庭。�院每年編列

預��入，��經��童��之�源也���限。為���提�重�症�完善之��服�，�許��

每��子像小豆苗�茁壯成�，給每�家庭一��見��的�會。109�年���總共��400萬元，

預計��在小��加護病�的軟硬��設，包含新增新��加護病�2�、吸入�一���治��器

1台、Baby log呼吸器2台、�送�嬰�保�箱1台、移�式呼吸器1台、保�箱2�、新��磅秤1�、

Syringe pump�器2台、�射加�器1�、�疸燈2台等，透過軟硬�的強�，��提�給�重症小�治

��優�完善的��服�。 

�捷�物����有限公司捐�給大腦與意��究中�

    �和�院2015年成�大腦與意��究中�，�中�以探討人�大腦如�影響神經與�神�疾患的

意�經�，�助各�疾病的診斷�提�治��式，���腦造影和腦�激的�術，直接�量大腦與�

智的運作。本院延�臺北��大�大腦意�中��籍���亭（TimothyLane）主��中�，���是

台灣�一�透過腦造影進��物人臨���的���究，此次結合�捷�物����有限公司(以下簡

��捷)�入1000萬元���中�的發展，�中�將深入強�各項�究作業，輔助�師臨�上之診斷�

力，���物人被誤診的�率，�提�可�的治��式，以非侵入�的腦部�激�術為主軸，運�過

去腦造影之�究成果提�腦部功�異常的�富�訊，�利�這��訊提�高治�成�與高復��力作

為未�中�發展之主要定�。

    �和�院感�各��捐的愛�，本院將��戮力�神經��、中風治�、失智症�合�護��重

症治�等��的發展，提��家����產業競爭力，為�眾打造一�守護健康、��發展的���

�城。���「以人為本」的中��想，�合各��源，�造����產業服�，深入��，走向�

�，成為��一流頂尖大�之�新型智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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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臺北�症中�
發展高品��症���護與�症�究

    有鑒�過去38年�惡�腫瘤一直高居�人十大死因之首，為發展���的�症��，臺北��大

�臺北�症中�以������症中�(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為��，積極發展高品�的

病患�護與�症�究，探討�症�態、成因�防治，���多中�臨���，發展新穎診��法。此

外，也�負�廣�症��人��育訓練��廣�症�訊給�會大眾的�命。

    為發展高品�的�症診�，�為大臺北地�的�症病�打造一座��重�，臺北��大��

2013年8�結合臺北��大��症�譯�究專家與北���、萬��院��和�院等三家���院的腫

瘤�師�隊，�成了�專�的特����隊，首�多專� (Multidisciplinary) �合式�診，以��

症�人������護 (Navigation) 服�，提�病人從��、診斷、治�、�護、追��預防各階

段高品�的�合��服�。

    臺北�症中�為每�病人量身規劃完�的治�計畫，以�症���� (Precision Medicine) 為

��，發展�進的��服�與新興的�胞治�，提�病患�適合完�的�人���治�計劃。

    除了�有��進的�症治�，臺北�症中�與��大�廠合作進�各項臨���，�積極�進�

症早�臨���，同�結合��的�究和�新�隊，幫助面臨治�瓶頸的困���症病人，提�存活

率。

    除了重�成人的�症治�與�究，臺北�症中�也致力發展�童�症的治�與�究，為北���

���的�童腫瘤與�童腦瘤臨�與�究�隊。不������譯�究，�����早�臨���與

��康復�追��護計畫在臺灣的發展。    

◎ 109年9�-

   結合臺北��大��究�隊與北���、萬��院��和�院等三家���院的腫瘤�師�隊成�

   ��15�症�隊。

◎ 109年10�-

   臺北�症中�大�落成，成為大臺北地�的�症�究與��重�。

◎ 109年11�-

   �四代超�型�子�吊�完成。

◎ 110年3�- 

   成�多專��隊�護�童腫瘤中�，首����童�症康復���追��診，接軌�����靶新

   �臨���，

◎ 110年8�-

   開��症�����診，�����師為�症高風險病人進�家�����症風險��，�訂預防

   �治��症的健康�理計畫。

聯合�診



臺北��大�‧臺北神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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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神經��中�是�合臺北��大����系內，三家�合�院��的神經內�、神經外�、

神經�射�、神經復健�以��神��成�的一�神經��專��院，�將以上�別人�與�源，�

�疾病��做�向�合，成�15�次專�，���求診的患�，���得���的���護。

�源�合，��經�，�育一流人才

    人才是�重要的�產，�有�優秀的�師�隊，才�提�病人�優�的服�。��深信「一�人

可以走得�，�是一群人可以走得�遠」，透過密��流、互���、經���，才�集眾人之智，

成眾人之�，�以�師的�育與��，始�是��非常重�的��。

    本中�成�三年多�，在���面每年舉�新進�院�師訓練�程，�進��院�師三院���

訓；同�定�舉�臨����程�大師�座，內容包括神經�射�程、神經病理�程、神經�因疾病

概�、臨�神經�理�程、���程、�射�術�程等等，提��富的���源，�以���養北�

�系的一流人才。

    儘��前COVID 19�情，打斷許多���流的�會，�本中�仍積極以線上�式，舉�臨�討�

會議。�如每��的臨�病�大迴診，以三院��別的�式，針�臨�特�病�進�討�，�換各�

的專業意見；另外也以疾病為專題，定�舉�各�次專�討�會，�如：腦��疾病會議、�癇病�

�討會、神經腫瘤討�會議等。

    為了�積極�養�進，��每年都�派優秀的年輕主治�師出�深造，��這�人才回��，�

��進一步提�本中�在����究�面的��。

�面���究，�展北�大�術地�

    在�究�面，��與臺北��大��礎��密�合作，除了臨��師與�內�師共同設計�進�

�究計劃，也和�內外知名大�、�究�構合作，鼓勵各次專�舉��討會，�積極�稿���誌發

��究��。 

強�各項專業��設�，�病人�得��好的治�

    本中��有各項頂尖的��設�：�術�器人輔助系�ROSA���年以�，已經�助超過270�

病患完成困�且高風險的腦部�術、���術；�共振��聚焦超音波治��，提�非侵入式治�，

�許多�年���發�顫�困擾的病患，不�接�開顱�術也�重拾健康的�活；��新設置的混合

型�術�可以同�進�腦���微�術、腦��介入治�，以��術中的���影與斷層掃描，�各

項腦���術進�����、�安�；此外，���入的智慧型�術��微�，除了�以三��間的

��呈現術中影像，提�年輕�師��術的瞭�，同�也�以����腦���狀、腫瘤範�，�計

���內�流量的多�，��合���內��，是腦部�術的另一項利器。
 
    臺北神經��中��有同仁，無�在��、�究���服�等�面，始���兢兢、���力，

�許��不斷提�，以造��會大眾。如果您認同��的努力，懇���您的�情�助，�����

向前�進，成為台灣神經���的�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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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新���院

    臺北��大�新���院是臺北��大�首次�出�北地�，同�也是首次經�地��院。以骨

�大專�、�緻�合�為發展主軸，�入��中���器設�與��專業人才，�構北��系從��

中��地��院的完����絡。強�與��連結，在地�術、在地��，滿足���眾�求。

骨�大專�、�緻�合�

    骨�大專�以骨�各項微��術為發展重點，提�骨��有次專���之高階��、�院�術服

�。以��進的�術器�以��法、�小的�口��周��常�理�織�害�小的�式進�微��

術，包括��內��、�節置換等，��置��微�暨內���術��中�，提���微��術、�

�內���術�新�術���線上��。

    復健�與骨��合�護，為開刀術��有�筋骨不適的病人提�物理治��職�治�，加速病人

從�健康狀態回復�常。輔以超音波��注射、增��法，�決患�慢�疼痛�題。

    �置����液透析中�，��通��理��液透析病人得�周�與優�的��通��護與治

�，��智���，幫助病人���合適的���護�式，提���品�。��發展糖�病、慢��

病、末��臟病前�（Pre-ESRD）、BC肝�善��、�����合�護（PAC）等共同�護服�，�

�以病人為中�的���護�式，提����護品�。���弱�骨�、腦中風�����合�護，

在治�����即給予積極�之�合��護，�病人�復功�。

��服�

    發揮���院角�與功�，�師、物理治�師、護理師、��師�成��服��隊，每����

�點、�會大�、���、里�活�中�等進���專題�座、��篩�活�，提�����服�。

    與鄰����構進��向�診、����，����通道，成為地����源中�，深���，

以提�地����護��為己�，��眾�有在地優�安�的��服�。

�助�業��防�

    110年6�����市「固安計畫」，負責中壢工業��篩站，規劃�合感控�則之�線與流程，

確保零�叉感染風險，以專業的���隊結合�速���器，迅速完成大量�篩，�助中壢工業��

業共同��。

    新���院發揚臺北��大��神，落�大������都會與城鄉地�，以病人為中�的��

�護�式，優�服�流程，以完���陣容，提��優�、便利的��服��深���。此�新服�

�式，�現地��院������大�之��內容，�造政府、�眾、與大�共�三贏之局面。

◎ ��糖�共��，糖�病�護率、�液�查率109年��市�院��一名

◎ ��市�合型�善��服�計畫���市頒發109年���服�貢獻�

◎ ����市「固安計畫」，負責中壢工業��篩站



��院
活�師�移�力．�育�������人才
優�師��究��，提�免������之�究�量

深�東�．����影響力�子

    ��院積極�展���的影響力，配合南向政策，進�東��家�究合作與��，�育��重點

之優秀人才，�致力�籌�����助��在臺�活費，��專注完成�業，畢業�成為提�北��

�����究�量。�2016年起�今已�收�����究�/�士���程59名�士�、33名�士�，

�胞治�與再������士���程19名�士�，�已有�業完畢的畢業�共計36名，積極留�優

秀人才�本�服�，�成為東�影響力�子，吸��多��人才���院��專業。

鵲�計畫．�育���頂尖��人才

    ��院與���翰霍普�斯(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哈�大�(Harvard University)�英

��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合作已�入�三年。�2019年暑假起，�理師��外��

計畫，�可作為���究合作的�子，�������與�術合作的��；同年已有12名同�前往，

��回�����有��的收穫，�翰霍普�斯與哈�大�的����也�����力與�地���

無差異，給予高��定。2020年預定前往��、英�之12名同�與1名�師，因COVID-19�情影響�今

仍無法前往��，�前以遠距的�式與������進��究與合作，���情結��前往���究

主題，�究與�育不間斷。

提�免������之�究�量

    作為�幾年�球������的��，����(Precision Medicine)有別�過去�����透

過��臨�經�，利��進的�因、蛋���代���等�物����，�針�不同的��、�別、

�因�過去病史和家�病史等��進��析和��，���人����庫和人��因��庫，��地

挑��適合病患的治��式，這�概�影響了免���未�的��。

    透過�人����庫和人��因��庫，可�構台灣乃����地�的�胞�物��庫(Big Data)，

結合�因�、蛋����代���物��庫，以發展�人������的�遠��，在不同疾病的�

胞�面�物�記��庫，作為�物開發、疾病治�進程和預防的��。同��可深�北��系�究的

發展，應��人�健康的�題。

   「Microbiota�究��-提�免������之�究�量」��成�之�，將�集4,000萬元專�專

�，以�進免�����������究為首要��，進��器���是�究�助等���宜，�育

��專業人才，強��������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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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工智慧���士在職專班，首� AI+ ��，結合產業展臨�應�，�造���人才，

   �構������

◎ ������影響力�子，透過�究合作���，�出TMU���究影響力

◎ 深�������聯�，打破���架�構 Gap Semester，鼓勵師�前往��頂尖���展���

   野，��一�三院��與�究人才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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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量�多之臨��������地

◎ 設 施完善之�合�AR & VR�範臨����

◎ � ��程�完�之口����育�構

◎ � ��大的口���臨����系

◎ 「 口���服�隊」�「�外��服��」深��內偏鄉��外��貧瘠�點

◎ � ����流��聯��，鼓勵��與�、�、�知名大�進�「�換��」��

口���院
�育新世代口���人才

��口�大�為�完善的��與�究��

    口���院隨���多元�的進展，20年前口���大�規劃的�間已嚴重不足，上��擠��

隊費�，影響��成�。109�年進���大�五層����間�造擴��設�增�，��發展��口

�翻��育：

1‧地下�一�：��合�公���為「������診���中�」�2間為「多功�討��」。

2‧一�：���大會議�為2間「���訊多功�討��」。

3‧二�：�二階����為1間「�膏包埋�」�1間「��煮聚�」，大���內部重�。

4‧三�：�三階����為1間「�膏包埋�」�1間「���工�」，大���內部重�。

5‧四�：�口������為1間「AR�作���」�1間「VR�影���」

�新優��育���特��究

    ��深�口��������育，透過人工智慧��診斷與治�將是未�重點��。�院以口�

�����育，運�����、將���設�置入��，�造疾病預防、診斷、治�����隊共同

�護的����；另現階段已將口����理微�程���人工智慧(AI)微�程�入�程，未�將佈

���口�臨���微�程�口����理微�程，以達智慧��口���專業人才�育之�的。

    �究配合��「4+2+X」，�院以「口��」�「口����織工程」為�究特�，盤點�師專

�，�成大��流病、�胞�子�礎、臨����究、CAD/CAM、���工�究特��隊，透過強�五

�院��究中��成�以臨��向�究，包括�復��、口�外�、��病�等三�，�結臨�與�

礎�究，�提撥�究��，加速�提��究產�。

���懷�內外偏鄉口����護

    口���服�隊��外��服��深��內偏鄉��外��貧��點(1996~2015-南印�/2016起-

尼泊爾)，��口�、義診���的��服�，提��地�童�年��等口�健康，2020年起�因

COVID-19�情嚴峻停擺，��院仍將�懷�意透過口罩(致��5,000�)�遞��外，��聯合���

發展��(SDGs)�發揮北�人道�懷�神。

您小小無私的奉獻，�口���院大大的進步

因為您的捐�，�院�109�年�完成重要績�如下，提��優�����究量�。

1‧重點工程(�1,650萬)：口�大�B1F�4F���、�工�、�����暨多功�討����工程。

2‧新�設�(�858萬)：

   (1) �工��器擴充：煮�6台、蒸�洗淨�7台、強力吸�器2台、真����3台、��鋁噴�� 

4台、���膏削磨�2台、���膏�磨�5台，共計29台。

   (2) CAD/CAM����系�：3Shape�掃�1台、3Shape口掃�1台，共計2台。

   (3) AR&VR��系�、��治�台1台、���訊設���析電腦�等。

    口���院是一�有�史的�店，在��院��的��，�別完成階段���，�蒙董�會��

��官�的�助與��，��會大力的��下，新的�織��儼然成�，將以「成為��一流之口�

��院」為�命，「進入��QS���名」為願景，打造成為以口�人�為本，臨��發為�，�影

響力之�新型�院。          



��院
����人才�新�育、�袖群�

一、優����間，強��譯�究

��院為增加�究量�，�面優����間(7-10�)，重要�設如下:

    ��9��置小型口服製劑���廠(107年)、�面�新��大�9��劑�和�物�析�大��

共同���(107年)、，��9�新��胞�養�(107年)、��8�新�中�製劑�範��(108年

12�)、��10�新��胞�養�(109年4�)、�新��8�右側�物�����和新增�師�公�

(109年7�)、增���8��廳師����間(109年7�)、新增��9�右側�師�公�(109年9

�)、��7���智慧臨�中� (110年4�)、��7�����系�公��增��三會議�(110年

5�)、��8�中側新��師�究�(110年3�)、�新��9、10��胞�養�為P2�(3間)。

    另外，��院110年��部專題�究計畫��高通過率，產�合作�額大幅提�，���象展現

��院�盛強大之���究�量和強烈���。未�將以此為�礎��與�業合作，將�術�究��

為�品進�產業�，�冀成為產業�可靠����新�發中�。

二、�����育

    ��院�育��為����野的��人才，����未�職�，包含�院�局、���局、政府

�構、法規��、����、�術�究、製�工業、新��發等�設計�程與��接軌，�透過下列

五�策略���: 

1. 以�聯式�物�����程與�����產業接軌：�養���作��的�力，�臨�上�一線�     

品，透過�物���、�劑�、�物�劑�、�物�析���等�英語�程，一系列有系�的���

瞭��製�的過程和����的製作，與�����產�接軌。

2. 以多元���臨����程�育專�臨��師：以多元策略將������英語��置入臨���

系列�程。如與���師�同�以遠距�式進����臨���討�、��線上��平台�程�入�

��程、�����師��進��同����院����、活���臨������會之�術�源、

如與��臨���會暨台灣�會之��常規�之�物治��討會。

3. ���院特�微�程提�����競爭力：��開設�英�之三���專業EMI微�程以��提�

��競爭力。�前�院已有二�微�程�程，工業��微�程：透過業��師加入，�入�發、法

規、製造、銷�、臨���、�業規劃等，�輔以�業��和�廠��以提���競爭力。����

�����程：��新世�����之特�、成�、以��影響作有系�的�析�量。將以此為�礎

�開設��專業EMI微�程。

4. 透過�����聯��提���量�：透過���聯��提���量�，�如��系臨�����

前與��南加州大�法規���究�、��賓州大�公共���究�進����聯��。

5. �造優���������(summer school/program和��共��程)：以二大�程為主軸�構�

�共��程�����，(1)�物���程：活�現有����合作(�如��南加州大�，���家

理工�院，��烏普��大�，英���斯特大�，�本北�道大�等)，打造高�量之���連貫�

��共��程。(2)臨����程：��與��臨���會暨�台灣�會、���利�大��加��

�、��南加州大�、愛��大�和��州�大���城��等進�多元臨����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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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間，強��譯�究

◎ �����育與�術�流

◎ ���向�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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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登2020年軟�世�一流���名 (Shanghai Ranking’s Global Ranking of Academic Subjects)

   (�上��大世�大��術�名 )護理���名41

◎ 榮登2021年QS(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護理���球�名前�大�51-100名

◎ 榮� 台灣�業���(TCSA)�業�越-大�USR������

◎ 護理�系109年護理師��通過率100%

◎ 連�三年�得�育部大��會責���計畫，2020年�再�得109-111年�育部大��會責���計

   畫【都會��青�共榮共�：�構高�健康�善的101��宜居城】

◎ ����「�山護理新苗�育計畫」、「����人才�力專�-�邦健康人力�育計畫」、「高�

   ��人才�育計畫」、「護理�院再造捐�勸�計畫」

◎ 深���多元合作，共���聯��力，�結48�����

◎ �結 Inbound/Outbound ���內外產官���源，發展特��究，成�台�澳���產業合作平台

護理�院
新苗�育，飛颺��

��計畫

1.�山護理新苗�育計畫

    護理�院經�弱���之�� ( 政府列冊之低收入�、中低收入�與家庭年�得 70 萬元以下�

�)為��之冠。為�弱��子�無�顧之憂的專���業，本�院透過��設�【臺北��大��山

護理新苗�育計畫】，提�經�弱����助��，以�助完成�業，�鼓勵優秀護理��留�本�

���院服�(葉淨雅���)，�育成為��專業知���、人��懷�養���競爭力的優�護理

人�。

2.高���專業人才�育��計畫

    為�育高�健康�理����護優秀人才，以�入�內外高����構��業，在��上除了�

進專業知�、�育��觀��新�合�力外，��重�養成���會服��神，幫助健康的�人與失

���造一�充滿活力的��，���助�����有品�的�年�活。不同入��道的��中，不

乏�業成績優秀，且以高��健康與���護為���業�。為�弱��子�無�顧之憂的專���

業，特別訂定【高���專業人才�育計畫】，��集�項將��弱��子，�助高�健康�理�系

��大�四年，���士��究�二年�間，在��間�活費�助、�勵�通過外語�力鑑定之勵�

�，��外見�之���，�弱��子安�就�外，���提昇�就業�力���競爭力。

3.����人才�力計畫-����人才�力專�

    ��的���究與健康產業的�越發展，成為南�與非洲等�競��經的優秀楷�。過去七年本

�院積極�與����人才的�訓，����印尼越南馬��等�家的��，接�本�完�護理�究

與臨�訓練�，畢業���服�順利成為�地��人才，�入護理�育�臨��護，發揮北���影

響力。本�院在�育��人才的同�，也走訪越南與印尼等�家，���身��地��現�，���

�普遍的�本��設�與�地�眾簡�就��� ，以�與�育�地��人才的迫��求，�中以��

人才�育�為優�。��透過這項����人才�力計畫，籌������育�多優秀��人才，畢

業����入家鄉��專業，一同將��台灣的愛�與��專業，帶��邦的各�角落與回應�地健

康�求。

4.護理�院再造捐�勸�計畫

    盱��內��人力的短�情�，��護理人才的�育，��同感迫�的�要。�年�本�護理�

院已經針�此，��擴大延�優秀師�和��，因此���間�設施的�求��，惟因護理院現址�

間已��十�年，各項��軟�硬�設施，早已不�新�����，亟�重新�造。

展�未��懷弱�

    在�屆���業�鼎力��下，護理�院得以蓬勃發展。�院將����「臺北��大��山護

理新苗�育計畫�助��」、高���專業人才�育��計畫」、「����人才�力計畫-����

人才�力專�」�「護理�院再造捐�勸�計畫」，��服��各屆的畢業���業�人士�提�經

費�面的鼓勵與捐助，�北�護理�院��發展院�，���加�越，��許未�。

北�大護理�院感�您的��與�與！          

打造���競爭力之優�護理�院

    護理�院��� 1963 年��之五年�護理助產專��，�今已有 56 年的�史，�前已發展為護理

�院，�設有護理�系、�士�護理�系、高�健康�理�系����護�士���程，每一階段的

��都是促�本�院向前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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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理�球���英語�士���程

◎ 率���設��害防治��究�

◎ 成���政策暨健康�護�究中�

◎ 成��球��安��究中�

��赴�本��大�見��

賓州���訪

赴����

公共���院
�展���野 �育公共��專才

    公共���院��積極發展���與提��究�量��2020軟�世�一流���名 (Shanghai 

Ranking's Global Ranking of Academic Subjects) (�「上��大世�大��術�名」) 

Public health 200 名的�績。

    為落���專業知�與開����野，開設多��英語�程、�外見��，同�設置優秀���

��，透過����，�優�送�子赴�外����訪，透過系、院�層層����優�出優異�

�，��院�助每名1-2萬元不等的�活費，�派前往�本��大�、��賓州州�大�…等知名�

���，�間�安����程與�地��部等政府�構�訪，���程一�二周。同�舉�假���

�線上�程�此提���、�本、東��南�等地���台灣������高等�育之認�與未�在

台灣留�就讀之�會。今年��情影響的發想與��Mahidol University共同規劃線上�流�程，

共�製 17小�的�程影�，�與��： TMU、 MU、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Walailak 

University、 Thammasat University、 Burapha University、 Srinakarinwirot 

University�讀人�155人(�內�21人、�外��132人、�外��2人)�此�程提�優秀�子�

�台灣���系，將��防�、健保的�越經��銷世�；同�為�掌握�球發展��，打造��專

業知���、人��懷�養���競爭力的優��球��政策�英。

    本�院積極�構�術聯�，每年與����舉�「公���」，訂定3-5項重要議題作師���

�術�流，�這�究的�子��發�茁壯，進�合����共同撰寫���究合作計畫，以�有��

進���結，帶������流，促進��與�他�家人才�源的互�與共�，進�發展出�有優�

的���隊，同��面提��術�平��究競爭力。

    除了發展���外，隨�去年「公共��師法」�法通過�，本院�針��程做重新��與�

合，���在公����力�礎下����定�深厚的功底，��打造�專業智�、人��懷���

競爭力的優���人才。

    衷���服��各�之畢業���業�人士�提�經費鼓勵與捐助�本院��發展院�，���

究�加�越，�向��頂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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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 ��成����士班，�合�內外�究�源

◎ ��神經���士���程(��中，111�年���)

◎ �得���榮

  ���專特聘����為2021-2023�����訊�會(IMIA)理��。

  �「痣�達人-�膚痣人工智�風險��系�」�得�十七屆�家新����。

◎ ��合作

  �與��理工�院合開線上�程；連�四年合�TMU-MIT����松；���點�究。

  �與���家���究院合作�究計畫；成功����布計畫，將前往駐點�究。

  �與�斯�儲大�合作�究計畫TMU-CWRU Pilot Program。

  �與霍普�斯大�合作，定�舉��討會，�成�究�隊。

  �與加拿大英�����大�合作，成功��龍�計畫，將互派人�駐點�究。

◎ 舉����討會/演�2021年迄今1�；2020年有6�；2019年12�；2018年16�；促進���究�流。

◎ SCI/SSCI發�篇�2021年迄今已有99篇；2020年266篇；2019年240篇；2018年258篇。

◎ �究計畫��篇2021年迄今已有45�；2020年156�；2019年136�；2018年126�。 

◎ �����院�2021年�已成功��6家衍�新�公司，���衍�新��業�超過1/3�量。

◎ 2019-2020年，連��年�得總計2���計畫，計畫總�額高達1�1仟萬元。

 

 

56

�構����譯���究��

    臺北��大������院(College of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MU)�2010年��

�專特聘��籌�成����院�一職，��2020年2���，2020年3�起北�大延��家���究

院特聘�究���健����院�。�����院以北�大��應���系�為主軸，�與�內�高

�術��中央�究院��家���究院合作，��北�大�術�究�量，加速發展�譯��之��與

�究、�展������究，同�也是�內��與��之大�有�究��聯��之�院。

    為落�院�發展��，結合���院��譯����經�，共同從������護在�訊與通訊

��的發展與�廣，以加強保健��發展��之前瞻�、預��、預防���與�，2015年1�27�成

�院��究中�「健康�訊�����究中�」(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CHIT)。主要工作為�����護(mHealth；Mobile Health)/遠距�護(Telemed)，積

極規劃��應�的�究與��；�助�究人��臨�工作人�利�Big Data進����析處理與��

探��究；結合���院以��譯中�的臨�經�以�專業人�共同�置���究平台與系�；發展

���護的健康物聯�(Internet of Things, IOT)，透過�術�究以�新計劃的發起以達成��；舉

�大型健康�訊����之��松活�，�此育成�內�特�之�新健康�訊���究/�業�隊。

   本�院規劃之特�涵蓋���礎與臨���，�與現代��結合，成為���(Multiple 

Disciplinary)之���隊，以�合�譯�代之要求，�育����力之人才。本院旨在�養����

�礎知����工程應�之人才，打造優��譯��之�究���師�。

�育�球流��究人才

    �����院是�內��與��大��究�有�聯��的�院，�程多元�富，專�師�多達

65人，師�陣容已達��一流��。包括前中�院�院��惠鈞院士、中�院彭汪�康院士、中�院

劉�院士、中�院葉篤�院士、中�院羅浩院士、中�院沈��院士，前�家���究院院���健

院士、Johns Hopkins Medicine 的William G. Nelson������家���究院Barry J. Hoffer 

院士等，�為本�院�座、�座�特聘��。本�院在���總�超過500人，�����即占超過

10%。����師的�量、���為�年之冠。���院�處�士�高�、蓄��發的階段。

�向優������院

   �院下各系��程師�穩定成�，�究聚

落逐漸成型。現階段��發展��、�究之

�，既有�間已不���，��不久的將��

症大���和�院B�地興��新的�究大

�，���有良好的����、�師有充足的

�究�間，得以�育�多����野、�有�

��合作�力的���譯應�人才。

厚��譯�量，加強產��結



人�暨�會��院
�懷�命、探��命、守護�命  �重�會�、法�、�理��神經��

「��人��究�」是���一以獨��究�之編�，致力���人�之�究與��之��，��

以�會��的�角�注健康�護與健康不平等(階�、�別、�群等面向)議題，�且�育����

�究�力的�究、��、��人才。

���林益仁���從�態�、地理�出發，�注����在疾病與健康的�態�護。除����

部�究計畫，出版���作之外，�積極�與成�「小���」�會�業，�廣����的���

�知��健康之各�面。

���施麗雯���為在�會�、��與�會�究(STS)����，�注�女�健康�護、孕產與

����等議題。同�，���與「�產�革��聯�」，�台灣�產��提出�善、�主等彼此

尊重的���係。

���未�發展�向將一�面��透過人��會��的知�，��已有�將�入��健康產業的�

�，進���的�����與�育，以��台灣�會�護從業人�在��人��面的�力與涵養。

「��暨�物��法��究�」是��首屈一�專注��產業��、��公共��、�物��產業

之法��究��，致力�究����的尖�法�議題，�育�����究�力的�究人才，�積極

�與��公共政策�訂。

為健�����AI發展法規��，�法��崇僖��出版AI法��術專�，���AI法����，

強�AI議題的�會溝通與政策�議。

為確保��公�治理中的公平�義，�法���宇������與台灣人權促進會，��Covid-

19�情�間多次代�台權會發�媒���。

為促進法�與神經��的����，�法��������「失智病人���為�力與責��力�

究—法�與��之��」��部�究計畫。

�法�為�展����球��治理�系之�見�，�崇�助理���Covid-19�情�間接�多�

專訪介�����防�，��助外�部爭����WHO之���與。

「�智意�與腦���究�」結合��、�理�、腦��，為人�與�會��議題提�新�答

�腦��眼��決意�起源，以腦���究�探�人��古以���的�題。

�腦�成功���球一流�究人才進�一系列意��究，�隊成�包含��家、�理�家、�理�

家、�物�家與工程�家，得以靈活運�����究「�」�大腦活�。

打造在臺灣的���隊：本��有超過五成的外籍�師與八成的����，���的台灣��不出

�也�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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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三�從「人與人」(�智意�與腦���究�)、「人與�會」(��人��究�)、「人與�家」

   (��暨�物��法��究�)三大層面探�21世�的人��會��。

◎ 本院�許一��新型大�的人�院應不�����架限�、重����題�決、���競爭力，因此

   本院�����究、���產��究與��，������術影響力，�成為一��新型的人�院。

◎ 本院設�『人�暨�會��院發展��』、『��暨�物��法��究�發展��』、『��人��

   究�發展��』、『������態農�結�會議�� 』、『�����新移(�)��究���』、

  『�物人�意�損��究發展��』、『大腦與意��究中��究發展��』、『�智意�與腦��

   �究�發展��』、『東南��家清寒��入����』，未�仍亟�各�����以增進�人與

   �������。

���育人才

連結�究與��

開�人�與�會��的新��

林益仁�師與部落居�設計小������程，從����過篩小�的��開始，探討�態、��與��等議題

�腦���師�發起愛地球淨灘活�，有多��內��響應，打造在地���的�流��



6160

��工程�院

◎ ��工程�入��產業��院之����

◎ 鼓勵師�在��器���發展�新�業

◎ �置�����地，提���設�與�地�育�工���力

◎ 積極發展����、�織工程、��器�、輔助��、智慧�戴、智慧��

◎ 延����工��師�，�收優秀���究�，�������

��臨���育苗計畫

    �物��工程�系的�程���進計畫在109�年���進�，鼓勵��從大一就可以開始��專

題�究�程，�������工程有興�的次��，��助��與����媒合，����走進��

�，往��工程專業���進，�早為就業做��。今年��部大專�專題計畫，本院共有24 ���

提出��，�去年成�一�之多。

�山�工��人才�育計畫

    ��工程�院與法�里爾大�、���斯�儲大�、南加大以�東�理�大���了�聯��，

強���與��接軌�會，�展專業��平台。�臺北��大��山�工��人才�育計畫�助��

之��，提�入�就讀�助��、�助經�弱���完成�業，�且�助��出��與��競�，�

冀����專業臨���、人��懷�養���競爭力之頂尖�工人才。

�向頂尖 ����

    �工�院在109�年��助院內���外�究�安�就讀��。��新冠�炎�情，��出���

發����的�會驟�，�是師�仍然��線上�訊�式，��與里爾大�、法�FEMTO-ST �院、東

�理�大�在�師共��究�隊、共同發���等層面上進��術�流。此外，已��出三���，

將��情�緩之�，出��地互訪。

    在北�各���慷慨捐助，�注�工�院蓬勃發展�量下，�院將����各項業�，���加

�越，��許未�。



�理�院

    本��理�院發展以���構�理作�礎，以�養�����產業��的�理人才為��，�年

��深��訊�合��新�理�術，陸�成�大���理�究�、�物��EMBA��������理

�士���程等��，以��積極回應產業�求，�擴大�育�內外優秀人才，努力從��、�究、

���服�面深�，�本院達�「健康產業智慧�理人才」搖籃之願景。

    為了達�這�願景，本�以�本院�職�從�育層面以��究主題上均�入許多，�����助

��成為�����產業�想雇�的人才，�助�決產業��重要的�題，因此本院做了許多的努

力，�����進��的��以��究上的�力。

    �年�透過捐��的��下，本院師����績，不�是在����發�、�意競�、�內外�

究合作，以���活�上，�有亮眼的�現�妥善的規劃，重要成果如��。

    未��理�院將���「健康產業智慧�理人才」搖籃之願景�以下�向��努力發展：

智慧物聯�：本院��透過��器����輔�之�發���，將��軟硬�結合，提�病人�

�理��好的�決��，��提���產業�理��。

健康產業��加�平台：本院將與����產業�密合作，��將人工智慧應��各�����

產業�構中，透過�製�求，將��庫活���析，達���健康應�之��，提��好的健康

�議。�如本院與保�人�、東��集�等公司的產�合作。

���想計畫：致力��助師�、��進��源媒合，�育本土適應����人才，���注與

�入��大健康���現共好共���共��代��觀與多元�沛�量，逐步�向�訓�地、�

會�業���會等���向前進。

善�大��會責�：本院�職�����與政府各�計畫，��各計畫�善��、���政策，

以提��會�利為�的，善�大��會責�，如：��無�礙就���、�助健康產業��智�

健康預���等等。

強���合作與�收優秀����：本院計劃與加州大�爾灣��(UC Irvine)、加州大�聖地

����(UCSD)等名��理�院展開合作；同�也���擴大�收優秀����，凡此��，均

���各�之慷慨捐助。

���換���平台��：��在�情的�擊下，為確保�內外��的��不中斷、���流穩

固發展等，本院在�程規劃上���型，���遠距��平台�專業的����，��內外��

����透過平台，���進且�身��，此一理想因���巨，�有�各�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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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深�智慧�理、大��，�育���構���產業�理專家

◎ ����特有之「�物��高階�理�士在職專班」

◎ ��本��早之�英語�程：「�����理�士���程」(也是���一之�英語���

   ��理�士���程)

◎ 積極���新�����，如：MOOCs等

◎ �展大健康產�合作，如：與�廠、保險業、電�等之產�合作

   以上發展，��服��各�之

畢業��、業�人士��在合作�

象�提�經費鼓勵與捐助本院，�

本院��多元發展、完善的���

�身��的�神，�力�����

究特�亮點，�眼��，�向頂尖

���理�院�進。

�

�

�

�

�

�



�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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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養�院、食品安��士���程、食品安��系�代�與�胖���究��士班

◎ 成�北�食安守護隊�廣食安�育

◎ 發展��合作�究計畫

◎ 成��養���究中�、高��養�究中��食品安���暨��發展�究中�

◎ ����MOOCs�程�廣�養與食安�育

    記得那天打開信箱，收到獲得獎學金的消息時，心裡

真的非常高興。感謝陳葦融學姊提供獎學金鼓勵我們，

能夠獲得這份獎學金對我而言是很大的肯定! 

    在課業、生活及因為興趣而開始學習的各項領域，我

一直都很用心面對，心中總是為自己設下許多目標，不

斷鞭策自己，期許自己不斷進步、成長，過去也曾經因

為達不到這些目標而感到挫折、開始懷疑自己，但我一

直相信，只有堅持不懈的努力，我才能變得更好，才有

機會達到這些目標，因此，我不想就此放棄，而是想想

問題是出在哪裡，從過去的經驗學習，休息充電後再繼

續向前邁進。再次感謝陳葦融學姊的肯定，以及一路上

支持我、鼓勵我的老師及親友們，讓我有這個榮幸獲獎，

未來我將會繼續帶著熱情及毅力，不斷充實自己，成為

一位專業、能力多元、有同理心的營養師。

代代安保：Safety and health from era to era

���廣�養與食品安��育-助�人世代保健康

    本�院一直以�積極的提�寬廣的����，����從源頭�餐�上，���完�的�養與食

品安��育，����求��間將�中知�與��貫通。�院除�合��、�院�產業�之�源外，

�努力為��增��內外��之�����會，�助����適合�己的未�����，���在開

��寬廣之���野的同�，��提��身之��競爭力，未����會�一��力，提��人�專

業的�養與食品安�知�。

�養�院�助��-陳�忠�������

    ���係�臺北��大�保健�養�系�六屆畢業��陳葦�，為追���陳�忠���養之

恩，特成������，主要���勵��臺北��大�保健�養�系四年�優秀之��，�助�未

�有理想�規劃卻����的���有一展�負之�會。                                                                                                     

�養�院�助��-�業優異���

    ���係�臺北��大�保健�養�系�六屆畢業��趙振�與��徐�業��，為�勵�業優

異���成�之���，���勵��臺北��大��養�院優秀之��，�勵的��包含�養�院

內各��之本籍和外籍��。

�����回饋��許

    本�年��得�業優異���之�班外籍�，�陳�忠�������之大�部��因感��院

���之提�，特別寫感��回饋本院。

    未��院也將繼�努力�集���，����有�多之���挹注，進�幫助�鼓勵�多積極進

�的��。

My name is Amelia Faradina. I am from Indonesia and 

currently I am a second year of Master student in School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s at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During my Master study, I am under Professor 

Jung-Su Chang supervision. On January 2021, I applied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Rei-Yeh Scholarship and it is an 

honor to me that I have been chosen as one of the 

recipients. Not only is it such an honor encouraging but 

has also been an incredible financial blessing. I am very 

thankful for this financial support and this award is a 

great aid to me. This scholarship helped me to achieve my 

goals and for supporting my education because I was able 

to focus on my studies and worry less about financial 

burdens. Receiving this scholarship motivated me to work 

hard in my studies and maintain a good performance to 

graduate on time. I greatly appreciate the support of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Rei-Yeh scholarship for my 

academic goals and I would highly encourage any other 

enthusiastic students to apply for this scholarship.

瑞業優異獎學金獲獎學生感謝函 陳廷忠先生紀念獎學金獲獎學生感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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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廣�的智慧��人才。�����中�、�新�業�育中�、

����中�

����院

    ����院為臺北��大��2017年新成�之�院，也是�內��率��入���式編�內之�

院。本�院作為通�、專業�臨��育的溝通��，透過�養 （一）主�探�與�題�定�力；

（二）�新�業���力；（三）�隊�合與溝通合作�力；（四）�球適應�力；（五）�主�身

���力，五項���力，���成為��決����題�力之智慧��人才。

�����中�-�構�合�代��的������態系

    ����院，專責�������育，發展前瞻���程與�程，1092��計15�微�程、45�

�程2191��人次，同��經�促進����師�群�量的�合，將�����與合作之觀�普��

��師�。

�新�業�育中�-為新一代北�人注入�業DNA

    透過�合�內�新�業之���源，從活�面、�程面、�源面等不同面向，為��提��新�

業��要的各��源與�助，����經�從「�意發想、�新���向�業��」之���程，�

積極�造本��新�業氛�，�定本�發展�新型大�之�礎，�養��勇���不�失�之�業家

�神；�109年�與臺北��大��設�院、臺北市�萬��院、���利部�和�院�臺北��大�

��加速器共同規劃「TMU Biodesign Junior北��新��設計��版」，�三� GFIT ��認��師

運���史丹�大� BIODESIGN ���新設計�法，帶����掘�求、��產品�型、規劃�業�

式與瞭��家市�法規；提��間�新��隊進駐，�積隊�共40隊��積輔�次�444次。。

����中�-�養������智�，打造�人�適�的����

    ��發揚MOOCs���式，除�入������特�之世�知名線上�程，�現在地���，同�

提������������智慧����結合線上線下��，逐步�������身���養。�

前截�110年6�共開設304������程，��積���程��人次共5,438人次。此外�積極��

�新���入��，透過各項��活�，�造智慧��之��氛�。

◎ ��首�����院 

◎ 東��一�施Coursera for Campus (C4C)專�

◎ 積極���新���入��

◎ 透過各項��活��造智慧��之��氛�

◎ �合�源���新�業��、鼓勵������

合��設�外產業見��訪  

輔����隊�與�業競� ����中�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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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偕同北���加速器促進新�發展

◎ �構北�大�系�新�業平台

◎ 聚合院��術專利

◎ 加速�發成果產業�

100%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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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業播����

�構北�大�系�新�業平台

加速�發成果�業�

    臺北��大��107年��「新��業播����」，旨在�助新��業穩健發展，提�新��隊

早��運發展��，迄今已針�多項院��發展�力�術�的，包含�胞治�、人工智慧、�子��

����護��進�審慎篩�與����，�110年3�����衍�新�公司-�致������有限

公司，�助�充��運�源以���業策略。

聚合�量加�新�

    ���108年��北���加速器，為台灣首家��大���加速器，���多新��隊加入�新

�業�流、�結���源。新��業播����從中���演�助�發成果��成�的��角�，在

配合北���加速器偕同運作下，��除了提�����新�發展外，�可提�新��隊包含臨��

���、�師專業��等多��源，有��助早�新�公司產品��，�加速進入臨�市�，�得�

�����利�優�，�在�屆��超過20家新�公司�中，�守����有限公司(AESOP)、Rhythm 

Diagnostic Systems(RDS)、龍骨���有限公司(LongGood)�神經元����有限公司(Neurobit)等

4家公司，�加速器�育��中�穎�出，109-110年�間�得新��業播������。

打造�����態� 

    臺北��大��有���完善之�新�業平台，提��內�發�隊在�求�題、�術���衍�

新�、等各階段���源，�提�新��業播����，同�透過北���加速器加速新�公司�業

�，將��打造為台灣��新��地。�前本�衍��業包含18家��衍�新��業，以�����

��北�������有限公司�����５家���業、8家非���業(含括４家加速器�育公

司)，�展��涵蓋新��發、����、智慧��、�新��、�院�理、��服���品��通�

等。臺北��大���提��為�面�高品�的健康�護，將��加�北�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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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症早�診斷�術開發與應�。

◎ 發展�症��治��針與定�追��物��。

◎ ������症家��因��與�����連�。

◎ �置人工智慧�發�礎設施�發展人工智慧輔助���術。

◎ 人工智慧輔助臨��症治���與新��發。

�譯����症治�

����症�譯�究 ������發展

    ��元1982年�今，�症連��聯�人十大死因的首�，如�降低�症發�率、死亡率、提高治

癒率��症治�患�的�活品�，一直是���究�的重要�命，感�趙宇��士、林�雄董��等

許多�業人士���的大力��，��的慷慨捐�成為本��譯��、�症治�以�新�開發等�究

的強大助力。

�究成果

    �2020年�得亮眼�究成果，共計發� 240 篇�刊��，包含�篇 Impact Factor 大�10之高點

���，�中�有�篇高�量��，��究亮點成果�別為(1)經�究��ADAMTS1是��的一�新型

致��因，透過提�EGFR活�和多功�蛋�聚��產�與��的進展等。(2)發現APOBEC的��特徵

可�為女�早���的驅�因�，�高APOBEC��特徵又與免��法��呈���，APOBEC��特

徵可�成為早�診斷和免�治�的�在�物�誌物，且有一新型早���「���」�型，可��出

��的腫瘤在早��症的惡�特徵，臨��師有�會�惡�特徵發現早���患�。

許多�究成果發現各�別致病�因，�發現有助��師�早掌握病人狀況�進���確之���

為，因此�症�譯�究中�規畫�未���台灣�症���因�������症家��因��、��

����合�隊聚焦重點�症��和早�診斷�術開發應�等，�發展�����究為�會貢獻一己

之力。

新�開發

(1)  小�子��新� HDAC ��劑 MPT0E028 通過�� IND 與臺灣 TFDA  IND 審查，已完成 Phase  I 臨��

�將進入Phase II。

(2) 小�子HSP90��劑��新�進�GLP臨���中，�2020年通過��IND，另����物、��

工程平臺�中��應�等專利。

(3)  MPT0L056  �物為  ITCH  E3  ubiquitin  ligase  ��劑已�  2020  年通過  IND，同年12  �進入�

一�臨���。

����

    在����部�，�究�隊以��因掃描  (GWAS)  發現  9  �與大腸直腸���的�因�異，�在多

�����得���，���此結果�善大腸直腸�的風險預�。此外，���211�台灣�症��

家��因��，�出40�特異�因���點，��此大規��析�出適合台灣人的�症預防�治��

針。�究�隊的�究主要結合�礎與臨��症�究成果，��篩�平台，��罹�風險、疾病發展�

治�成�，��此結果發展���物，以達�����為�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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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隊-利�大�鼠進�步態平���，確認��開發的新治��法��善病人平�的�果

神經���究中�

從�術���，發展�譯���究

神經���究中�

    隨��會人口���，神經退��疾病的��也逐漸�高，��神經疾病診斷���的�究已是

�球��。臺北��大��2018年�合���三院�源，成�神經���究中�，針�常見的神經特

���成�11��究�隊，包含神經影像、大腦與意�、���失智、��膜病�、腦��、周�神

經病�、�幼神經�智、�小板��工程�法、�眠、神經復健以�痠痛。

�究成果��，�育年輕師� 

    在2020年�間，本中�成�總共發�了292篇�章，年成�率10%，�中�有�篇發�在高影響力

的��知名�刊如Nature, Trends in Biotechnology, Molecular Psychiatry等。�本中��

�膜病��隊經過多年�合，���部2020年��合型計畫�助-�香烴���眼�疾病之治��力

��探討。在�育年輕�師部�，有��優秀�師�得年輕��養成計畫(��布計畫)，�別針�腦

���的神經再��究���大小在�覺、知覺��、認知�程的功�與�控進�五年��究。

結合臨�議題，落���產業�

    在復健���發�面，本中�復健�隊�別�2018年�2020年�得擴增��(Augmented 

Reality；AR)平��力和�常�活訓練系�的�項專利，��結合影像與復健訓練，提高患�專注力

與�與�，�善�力、增加平�穩定�以��常�活�力。同�另一項專利�術-高密�經顱電�激 

(high-definition transcrani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HD-tCES)，���特�電��E波

�，呈現直流電結合�流電特�，在人���中發現，經顱電�激結合��復健治�可以���善慢

�中風病患上�活�與��功�。預計今年會�出完�產品，落���產品產業�，造��多病患。

    感�各�捐�人的善�捐助，在�究的�上��常�要面�未知與失�，您��神經���究的

每一���，如旭�東昇的�陽一��亮��的道�，����做的�多、走得�遠。

神經影像�隊

���失智�隊 �幼神經�智�隊-���染物之����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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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是翻��會階層之��途徑之一。�究發現：增加�助��，可以��提高��班��名。

   �此可知，經�財之挹注為影響經�弱������現之主要因�之一。

◎ 109�年�成�【安�助�專�】，提�低收入�與中低收入�新�每年18萬�12萬助��。

�三年弱���人��占������

2.8%

5,8%

157 167

348 347

6.0% 6.0%

2.6% 2.8%

107 108

353

168

109

109

就業有�力 

�活有助力 705,8 萬

156 萬 

72

187

94

33

11

20

100

12

403.8 萬元

112.2 萬元

118 萬元  

36.3 萬元  

35.5 萬元  

100 萬元

50 萬元

6 萬元

���助��

   �育是�助弱��群翻�現況��的途徑之一，弱����限�經�、����會��的不足，影

響�公平���會，����無法發展，進�限��未�發展�，��弱�身�世襲�。�以M型��

會的影響下，弱���多���低�經地��群，�中又以經�弱���為�，高等�育往往成為�

�的�會，�助經�弱���順利完成�業是矯��會公平治�之策略，���直接的�法為�本�

活�求之滿足�專業�力的�育。

   本��三年�計，�合�育部定義之經�不利��平均349名，������總�之5.8%；�中經

�弱��平均164人，������總�之2.7%。北�除了提��子�好的����、優良的��師

�，為�弱��子�無�顧之憂的專���業，在了�弱���在�活、��等各�面向的不同�求

�，積極規劃各�弱����助��；透過��計畫，鼓勵�業、����會善�人士之捐�，結合

�內預�經費挹注，���助弱���順利就�，從穩定�����活開銷的經�層面��，���

�為了���活費��四處奔波打工，��因經��題影響�專�向�意願。

�山新苗�力計畫

     �101�年���之�山新苗�力計畫，感�眾多��、�會人士、公益��的愛�挹注，提�弱

��子�助��以�輕�經�負�，專�向�，早��成以奉獻��、回饋�會。透過���之弱�

助���，��政面、�活面、�業面�未�面，�面��顧弱���，以�縮短弱�家庭�低��

成就��之��落差、提��活�出�助，�低��家庭負�，�鼓勵弱���積極進�、增進專業

�力，提昇未�競爭力。109�年�共�助弱���530人次，總�額達861.8萬元。

經�不利��總人�

�山新苗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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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助��」，每年挹注50萬元助��以認助10名弱��子，�助���輕經�負�，���

��無�顧之憂專�向�。�年�共認助了12名弱���，合計�助100萬元。 

張榮發��會助��   

   財�法人張榮發��會為�助本�清寒�子，��不�為�活憂慮��安�就�，順利完成�業，

�109�年�成�「張榮發��會助��」，認助10名本�低收入��中低收入���，每年挹注

100萬元，將認助四年合計400萬元，�清寒�子得以無�顧之憂安�向�，順利完成�業。 

�仕�����會���

  財�法人�仕�����會�109�年�成�「�仕�����會���」，捐助本�經�弱��

�，每年捐助20萬元，�助優秀清寒�子，鼓勵��專�向�。109�年�共10名����，合計�助

20萬元。  

展������

   展�����會高�彬董��為�勵弱����發向�，特捐助250萬元成�「展������」

��，以��年�孳息發����，�助本�經�弱���。109�年�共2名����，合計�助2萬

元。

   �年�透過各�善�捐�，��政面、�活面、�業面�未�面，�面��顧弱���，以�縮短

弱�家庭�低��成就��之��落差、提��活�出�助，提�弱�助�之廣�、深�、普��，

�低��家庭負�，�鼓勵弱���積極進�、增進專業�力，提昇未�競爭力。

  「十年��，�年�人」，�育是�家�年大計，�摯地感�您過去多年�北�的慷慨�囊與��

挹注，�弱��子��安�就�，努力充��己，��也��同�善加利��得�的�源，畢業�不

���善��家庭的經�狀況，��成為一���仁��德的��從業人�。����不�你�，�

�共同�造�人�懷的北���。

�聯�����會�利��會

  �聯�����會�利��會為落��會責�，�助本�清寒�子安�就�，�順利完成�業，�

102�年�起，成���助���助弱����輕經�壓力，專�向�，�今已�助405名弱��子；

��103�年�新設�聯��清寒優秀�護青年���，提���系�護理�系高額�助��，�今已

�積�助36名弱��護�子，�中�有一名��系��，�大二開始連�五年，每年�20萬元��

�，�今共�一�萬元���，因為這筆���的��，����專注���專業��之��，��

�成得以早��入���助�列，回饋�會。八年�共挹注了1,960萬元予本�弱��子，也為�前艱

辛的�����一��業力量的��。

聯愛�護���

   �宗琳����人鄭淑�女士為���會、�善������助弱��護�子安�就�，� 108 �

年�成�「聯愛�護���」，每年挹注120萬元���，�許���專注��護��之��，���

成得以早��入���助�列，�為艱辛的�護���一��力。109�年�共5名��系�5名護理系

����助。

Contempo助��

   Contempo Overseas Limited為落��業�會責�，�助優�弱��子安�就�，�108�年�成� 

�年

�聯��清寒優秀�護青年��� 總計 項�

102�年� 

104�年� 

103�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50 

50 9 

50 

59 

50 

50 

50 

50 

50 

55 

10 

10 

9 

9 

10 

13 

60 

60 

59 

59 

60 

68 

405 57 462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100,000 

1,600,000 

1,000,000 

2,600,000 

1,000,000 1,600,000 

1,600,000 

1,600,000 

1,600,000 

1,600,000 

1,900,000 

2,600,000 

2,600,000 

2,600,000 

2,600,000 

2,600,000 

3,000,000 

8,100,000 11,500,000 19,600,000 

�聯����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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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地�會��服��成���元 1993 年，�成�以�利�寒暑假�間在南�縣仁愛鄉的廬山、都

達、靜觀等7�部落出隊服�，致力�廣偏遠山地�眾���育和�童保健常�，�顧����要。     

服�內容主要�成���面：

一、巡迴義診

   山上居�就��不便捷，����力工作常有�口發炎、��痠痛和感冒等�題，�中�年居�大

部�都患有糖�病、痛風�高�壓等慢�疾病。山服��隊在各部落巡迴義診提���、���健康

��等服�，旨在�廣�確的���育���保健觀�。�診項�含�診、內�、中�等，�利�電

子�病���居�的健康狀況，以便��追�；同�也舉��童健康�查，�注小朋�的健康���

�慣的養成。

二、�小育��

   �一系列���命�育、未�想像、道德�理、閱讀、�活�慣�養、簡�理財觀�等等靜態��

態的小�程���小朋�知�，一�面�小朋����本外的知�，另一�面可以�助忙�農�的家

庭給予�子陪�。另外，每�也會進�家訪和送餐活�，深入���懷�多獨居�人�部落居�。

   ��的定點服����與居���深厚的感情，也會在服�之餘進���流。透過青年�契、大型

�會、山服�等等活�與居�同�，��服��係之外�深�的朋�����係。

向居�進�義診���發����張

���鄉義診�為�眾做�本�量

和小朋�一起進���小��

與小朋�同�

������ - 山地�會��服�������� - 114��服��

   臺北��大�114��服��是�一群滿���的�內����成。114是以非洲��之�史懷�

的��作為象徵，�����史懷�的�神，���服�的�式，�「善」充斥���會。

    ��本�一�服�、��的�，不斷的��充�、成�，將����有的���源、��知�散播

出去。�����育、��保護、��常�等�源，深入偏鄉地�，結合��大��與隨隊�師��

姐的力量，利�出隊的�式，舉�以�廣人�保健、��常�為�向的��服�、義診活�，了��

地�情、���深�，��地�眾了�如�健康�活�疾病防治。�����以愛��懷�會，在�

會��暖的同�，也�每����的�中都有了共�，�大家��服�的�衷有了��的����

�，進���成繼�服�的�力。

    除了��之外，也要非常感�在背���、幫助��的��、服��地、師���師。�互合作中

不只������隊合作的重要��可貴，也���在服�的過程中�深�的������源的�配

不均。身為���入臺灣���系的��大���，�應�透過出隊認�台灣的��概況，透過�身

��知�與大��的�情，帶給馬祖�地進步與感�，��未�求�之���積極的不斷�進��，

砥礪����服��會的弘大���進。

    「服�」不�是物�與知�的給予，�是發�內�的�懷�與�地居�產�連結，透過每段�遇的

緣�，為彼此的�活注入愛與�量。人�因為互�幫助��會�加和�，透過�工服���會充滿愛

與�情。��真�的感�幫助��順利出隊的貴人與��，����情的大��有�會為���愛的

台灣燃燒服��情。

   史懷��說：「 真�幸�的人，是那�已經開始尋求�知道如�服�他人的人。 」���信真�

的付出�帶�居�健康的提�，��燃起內�的�暖與感�，�將一�的感��換為��未�服�的

�情，源源不絕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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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史�成�的宗旨、意義與��

    ��61年7�「�會��服�隊」首次出隊，��68年�式成�「�會��服��」，��一隊在

成��的三十多年間，��台灣地�的十四�縣市服�。早�以各縣市的無�偏鄉為主要服�地點；

�年�的工作範�，則主要集中�東南部與山�的���源�乏地�。

義診站�義診車

   義診站中，有專業的��診斷與服�、提�居��確的��知�以確保��安�、口�診�、口�

��等服�，��也加強�童�氟與�溝��等服�，��達成有�預防齲齒。

   �義診車的設�，是���打破�有的���式，將��人�帶入���不便、�要��服��眾

的家中，��合與��了��眾家中的狀況，提�給�眾�適合的��計畫。

�小�童�����育

���懷服�
�查�童口���

�小��育��
��巡迴隊-一�育��大合�

������ - �會��服��一隊������ - �青康輔�會����服�隊

   臺北��大��青康輔�會����服�隊是��青康輔�會服���主�，每一年的寒暑假，都

會��人、物力�源��匱乏的偏鄉地�舉�育��以���巡迴隊的�服活�，���主��政工

作安�，����業�師、��師、物理治�師等隨隊����品�與��。

   隨�各縣市政府城鄉公共政策的規劃與發展，各偏鄉地��貌已漸不同以往，服�隊在經過多次�

��地�情洗禮�，��發現若��入�多的��內涵和�活�的��知��與�地居�貼�互��

�流，如此可開�隊�與居��不同城鄉��的�互探�與��，這�平��等式的互��容��隊

�與居�之間��彼此城鄉不同的�俗��與�活��。

   每一�的出隊地點，��會���服部的��人��布、�地�院和���以��地意願等���

是否為合適的出隊地點。�在接下�的幾年內，寒暑假都會去同一�地點做服�，直�確定已提��

地的居�的��與�健意��才會另��它服�地點。

   �這一年�因�情�因無法順利出隊，�在這段�間內，����在努力的籌�服�內容��進�

�，�衷感�各�人士�本服��隊的�源�助，��在�情�退�的未��為偏鄉居�帶��高�

�的服�品�。

   以小�的�式每��懷固定��，�助��不便�打掃居家��、�輕�顧�負�，也在陪�過程

中�入��觀�，��介適���做���懷，�������助��、�懷�������善��

的身�靈，���這互�過程�中，���養��的��道德與�理。

   ��在帶與�地���童��知�之外，���寓���，���在��、�作中將既有的知�應

�在�活�中，�如：以��斑��劑等�����童�確���法，也�入��小��如汽�製

作、��箭等��、從��中�達食品安�等理�。



8382

�����如�清�假�

���中義診結��隊��和師��的大合�

    今年���情的�係，�外��服��（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Service Overseas, 

TMUSO）�前往台東縣進�口���義診服�。��以��告�會為�地進�服�，�象包含���

中、�源�中、大坡�小、�平�小、����尼�弗�童之家、�山寺��家�，以��源部落。

五�工作�中，�服�300��童與��，內容涵蓋：口���、口��查、�氟，以���義診。

  寒假過�，�情始�不見好�，直�五����才決定�下�外的服��會，在�內尋�服�的�

�。短短一�多�的�迫�間內，在�有��同��力和臨�應�之中，��完成了密集的�前訓練

與籌�，��順利前往台東進�服�，在此��也非常感�口���服�隊的經���和�助。

  以往，��都是前往�外服�，因此���外�惜此次意�之外的�內服��會。透過這次的台東

計畫，��了���內���源的現況，�然現台東縣許多�小都有��師駐診、�氟，�����

人力有限，每�����配�的�源也有限。��這次的短�服�，稍微彌�了駐診��師人力不足

的�題；同���也將口��查的結果�告給師�，�議他���童前往��診�進��適�的治

�；另外，��也透過口����育，�師��了��如���良好的口�健康狀況。

   TMUSO�有這次的富足收穫，首�要感����會各�的��，�有服���滿滿的隨隊�師�，

也要���地�力�助��的各��，以�願意在�情尚不��的五�中就給予��服��會的��

與�構。�信服�的�神會在台東計畫���的�中延燒，���在TMUSO的�液之中！

服�結��與小朋�合影��

���育�-���童認�毒品�進�有�徵答

������ - �外��服�������� - 流�病��查�

   流�病��查�成�三十餘年，�過�十�城�，服�����小�，服�人�達萬人，����

�公�3P��：Prevent disease、Prolong life、Promote health and wellbeing，以���育、健

康�查、口��查、����、�術�查五大�別進�偏鄉服�，��以蒐集的�訊��治健康�

題，��廣�確健康理�、�善����，�許�發揮���幫助偏鄉，回饋這�土地。

���育�：透過���遊戲�小朋��得�新��確的知�，增強�地健康意�、提��活品�。

健康�查�：�查�童身�狀況�回�給��，�查結��說��查的�的，加強健康意�。

口��查�：早�發現口��題�治�，提高�童��齒保健的認知，���提高�地就�意�，降

低齲齒盛�率��周病盛�率。

�����：針�����進�土壤、��、��、病媒蚊、寄��等�查，�將����，若有�

要則通�上層�����助�善。

�術�查�：主��懷、了�居�家庭�健康情況，��良好�係，促進�訪����身健康狀況，

�進�防����公共����。

   2021年出隊計畫因�情��停，��仍��聯絡�地、�理�求�����，將無法出隊的���

為��前進的�力，�許將����以�廣公共��理�為��服�大眾�回��會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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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暑假，�楓��青幹部籌����會��服�隊，今年為�十一次出隊。服�內容包含巡迴義

診、家庭訪�、�����、聯歡�會��人�計畫，服��象從�年人、青壯年�小�，將���

��知�深���。

    ��巡迴�隊�去年�提�的義診服��點為19�共25�次，就診人�為569�，家庭訪�部�也

深入27�進������疾病�查，������面服�三��小共241人次，��縣�中�物���

��服�70人次。服��人�共109�，�護人�共115�，服�總�益人次高達1,648�。

   今年的服�中，��將���進電子病�系�，�合過往十年�服�的2,554�居�，共4,156�病

�，������篩、腹部超音波、�電�、物理治�師的復健���眼��師��內�、糖�病�

�膜病�等�查。

   本隊將十年����服�的感��入各式�項徵�中，�得�審�定，連�十年��為���人會

�青�十大�出��，104-110年�得青年發展署和平�工�績優�隊青年�越��一名，�在106-

108年��大專院����鑑中�得特優�。

   「服�的本�，就是站在��己服�的人�等的�置上，�聽���與他��同的�活。」�眼未

�，楓�將�����、�懇、負責�的態�，繼�將����育，帶���。

������ - 楓��會��暨��知��廣服�隊

義診站-超音波�查

居家訪�-����

義診站-眼�診�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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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育  代代��  �新�越

多次榮��育部�育署�定，�育�武��的北��子

�育�武��的北��子

    臺北��大�以�育「�人��懷、�新�力���觀的��人才」為�育宗旨，特別重�同�

�在�的人��養�育，��育競���活��是��與人�處、溝通��，�養�隊合作、�題�

決、危�處理等軟�力的���法之一，故非常鼓勵同���與�育活��運��隊。除此之外本�

�十�重�����運��慣的養成，故�育�程�施興��項與三年必�的策略，��同��畢業

前�通過�泳與���力�定、����1�運�項�，�養��運���的運��力。

北��育  ��連結

    北��為��大�，�在�育競�的�現上卻從不落人�，在��大專�、������各專項

��等都均有亮眼成績 (��年�與�外競���情�如左�)。為強�連結，�104年起開始�開腳

步，每年積極�理「北��育�英會」，�聯起��60年�以北��育系�居的��，與在�師�的

連結與��，在�����的捐�下，造就了「���欖球隊」與「北��育�援會」的發展。此

外，每年�積極�與���育競�與�術�流等活�，展現多面向的�育發展。

���二連�三年�育�量��滿�

    �育部�育署為活絡大專�院�育活�、增進大��身�健康，特配合高�司、�職司將「�育

�量��」�入大專�院績��助，�106�年�起迄今已�理三年，���與的152�大專院�中，

�臺北��大������大�，連�三年�得滿�的�現。�育署為感�本��展大專�育發展不

�餘力，���將���育��理��經�做為他�的����，特�110年5�6���育署召開記�

會公開�揚�頒發感�狀。

��榮�「�育績優��」�榮

    �育部�育署為�勵���育績優����人���與�會�育發展之貢獻，���92年起每年

舉���。本��104、107年��榮��育部之「�育績優��」�榮，�育績優��������

育之�高榮譽，代�本�在�育��、�適�促進、活��理與運�代�隊之輔訓��育�政與服�

績��越。

    北��育多年�在大家��努力下締造了許多�績與成果，���有�職��、��與北�一起

努力，��育�多�武��的�子，�新�越、�隊合作、服��會。

�年�
108

大專運�會

��大專運�會

總����慢速壘球

��大專球�競�

元坤��欖球大��

大專院�定向越野錦��

�����球�錦��

育達廣達�運
��大專院�、高中職

健�健�公開�

大專�院
法式滾球錦�� 

�����球�錦��

�球一�女子��打

�泳一�女��200公�蝶式

�欖球公開�男子七人�

大專男子系隊�-���系

��大專��七人�

公開男子�一�一

大專足球聯�公開二�

女子�球

男子足球

公開男子��人射擊�

男子健�80kg 

男子�� 170

女子公開�

男子足球

男子�球

�三名

�三名

�五名

�五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軍

殿軍

�一名

本�榮��育績優��，林����與�育處同仁���加油�合影

朱娟秀���(中右)代�本�從

�育署林�弘�署�(左3)�中接�感�狀，

�與本��育處同仁合影

�年�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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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朱子宏�師進�常駐義診

駐史��尼�����
內感染的風險；另�隊也設計超過10���，�重�提�人��此疾病之認知、��防護����、

呼吸器��等，共計��43�；�舉�����討會2�，總��人次超過500人次。

���防���工作坊�寄���術�移暨公�防治�討會

    因應新冠�情，���與防��護專家�共同舉�防�觀����臨��護�器���討會，簡

介�球�情概況、臨���呼吸衰�症狀與呼吸器�式與臨�應�。另外公��隊�本�范家���帶

�，���地肛���法、MIF篩�、CTMS篩�、�寄��計畫、�癇防控、�疾防控��吸��控

計畫。

�症早�診斷�治�計畫

    面�史��症�源匱乏��已漸增的�症治��求，�107年起，本���「加強�症病患早�

診斷�護�治�計畫」，強�史��地���系�力，提�早�診斷�症量�外，�積極提���治

��症患��力。

    109年起增聘乙�常駐病理��師，將史�多年�積1,200多�尚未��的��進����簽發病

理�告，大幅�提�史�臨�病理�告�確�；常駐腫瘤��師���師���為史�人�服�，�

情影響下仍���守崗�，�也����訊會診，不間斷�護史��症病人。另也以�訊�式�助�

訓��人�。

    同���新冠�情，�地防�物��乏，鄰��家���無法提������品，面��球�源

�縮下，本�提�史������品���設�，�助史�一同�過艱���。

結語

    本��史�深�多年，從臨����公共��，致力�提��地��人�與一��眾之預防概�

��病�護。面�本年嚴峻之新冠�情，本�與���院�展現同�共���邦情�，在有限的�源

下針�新冠�炎進�治����訓練，也�援各項防�物�等，與�邦�����情。

    ���不�將臺灣的�護專家送�史�，��世���臺灣的���力，�以�育�地��人�

為��、善��援�邦的重責大�，為��外�信�點上�摯的�彩，�落�聯合���發展��

(SDGs)之「Leaving no one behind」。

   本����98年起，派遣常駐������非洲�邦史��尼（以下�史�）����服�，收集

��析�地��狀況，�助開發��展��策略。

史��尼����服�計畫

   109年本�����史��院、�防軍�診、工業��診等地提�常駐��服�；�與本�楓��

外��服�隊�史�護��合作�理義診。另進���健�等短�式主題��，�針�史��求�助

��人�進�線上�訊��。

���師訓練

    本�� 107 年起派遣短�臨��師赴史�助史���部訓練���師，�� 108 年起派遣常駐��

�隊，109年因新冠�情�有���駐地�隊進�，�透過�訊��舉�線上師��訓。另舉���

�程������臨�����(OSCE)，�透過每周的���討會、�術�查���，以��病��

��訓�師，�理���師討�會。

2020防��護專家�（Taiwan We Go Team）

  新冠�情�擊�球，史��深�影響，確診人���增加，本��設�院遣4人防�專家�「Taiwan 

We Go Team」赴史�2��，針��地�情專責�院進��線規劃，��重症與呼吸�護，降低�地院

5,222人次 1,347

1,344

1,250

706人次

15人次

2�、374人次

9人次

3人次

68�、826人次

80�、1,592人次

2�次、36人次

2�次、20人次

���程1�次、OSCE 2�次

常駐��服� �����

病理閱��

病理�告簽發�

腫瘤��師�診服�

��人��訓

偏鄉義診

��成果 ��成果��項� ��項�

��人��訓

線上師��訓

���師討�會

���師�程舉�

���程

防���工作坊

公�防治�討會

「109年駐史��尼����服�計畫」服�成果� 「109年�症早�診斷�治�計畫」服�成果�

這一年�，��一起做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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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馬�爾���育��，�本�年�擴增訓練容額�五����，加派��的�師進���代訓。

   本計畫�本(109 ) 年�已成功�� 6 ��師���地�師��，逐步���地��人�本土�。

◎ 本院�助馬�爾強�新興�染疾病防禦系�，��和各臨���隊合作提�設計專�負壓��貨櫃

   �，�設計流�疾病���冊，陳列馬久羅�院刊物�，����情��給予��邦��大的�助。

◎ ��與��接軌：繼 105 年�起�與 WHO ��計畫�，�本(109)年�首����與����計畫，

   �將服�觸角延��外島，擴大�惠�群外，也提�台灣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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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馬�爾群島���
防�之�不孤� 有�挺你好安� 

    新冠�炎�情肆虐�球，臺灣�在�球防��一線，��部署和經�深�得���會的�定，然

地處�平洋的馬�爾群島卻面臨了前�未有的��，�109年3���發布入�禁令�今，�致���

�人�無法�赴�地進�臨���與���育��；�和�院��臺北��大����系，除了��

服�外，���育也是�和�院非常重要的�命，故特別安�馬�爾群島的���與�師，透過遠距

�訊�式，�109�年�提��50�的臨���活�，���進�����流項�。

    為了強�馬�爾防��源，�和�院�配合外�部捐�總�超過新台��千萬元之防����設

與物�，包含九�不同功�的��貨櫃�、���設�、篩��劑、����與�外線���等，�

�一線防��護人�將����作業流程��成影�，提�給馬�爾群島作����，展現����

邦之重���同��之決�。

    在馬�爾���島的狀態下，�和�院不�透過遠距��加強��人�的防�知�與��，也�

��的提�遠距����與�����會，給予馬�爾臨��援與�護，�透過派駐護理師�與馬�

爾各項防�活�與決策，將臺灣的防�措施與��法令��給馬�爾。

    臺灣在新冠�炎防�上的成果�譽��，�和�院也特別��外�部的�定，���與109年6�

4�以�訊�式舉�的「台��平洋防�援助線上��」，�院�吳�斯向��在台�會、����開

發總署（USAID）、內政部、疾病��與預防中�（CDC）、�本、���、澳洲��平洋各�代�進

�演說，提�「��情」�代將如����助馬�爾，以提�島���防��量，��得�上多�專

家認同與�烈回饋。

強��球���係 共同��健康�造

3,112
3,051

411

159

�童�養�育計畫 ��人��訊�程(20節)

健康�活工作坊��糖�病篩�與居家訪�

服�人次 服�人次��項� ��項�

「109年駐馬�爾群島共和�台灣��中�計畫」服�成果�

    馬�爾人����乏健康的均�飲食，�致慢�病

盛�率居高不下，��糖�病罹病率�是屈居南�平洋

�家之首，鑑此，�和�院多年����馬久羅本島各

��循�式��健康�造活�，��從源頭�底�善現

況；另外，�和�院十�注重�球���係，�109年主

�加入����助、���平洋地�十�之Global 

Climate Chang Alliance + Scaling Up Pacific 

Adaptation (SUPA)計畫，派遣常駐護理師�外島進�健

康��主題之�善活�，��地居�進��養��、烹

飪�範��廣健康飲食，除針�計畫項�進���蒐集

與�查外，也���眾在外島���源匱乏的情況下，

應積極重�預防�有�控�糖�病病情。�和�院深�

馬�九年，也努力將觸角延���多��，���帶給

��邦人��好的健康�活與��品�，���為臺灣

的外���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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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里童�翔里�（左1）

帶�里�����範

「健康�鬆5�」

北���泌��陳偉��師進�健康�座

萬��院��外�張��主�

（右5）與�眾合影

��提斯�程����練

（右�前�中）與��合影

北����世興�師與

�加健康�座�賓合影

拳擊�練與�與�眾合影

健康促進活�-��防治活�

 

 

    響應每年10�的世���防治�，臺北��大�聯合臺北��大��設�院、萬��院、�和�

院共同進���防治�活�。

    �和�院配合��防治�舉�一系列活�，10�5�~9�連�一週�一�大廳舉����座與義�

活�，���外��孟軒�師�����師���眾�常飲食�運�的重要�，預防��的發�；

10�17�在13���會議廳舉�「���養治�」健康�座，此次�����外�洪進昇部�，告知

�症病���常�活飲食�面注意�則，適��充�養，降低��術�的復發與�移。

    10�24��臺北�症中��世興�院��北�大16���會議廳，舉�「粉�革命、�首挺�」

健康�座，本�次超過300名病�、家�與�眾�躍�加，��專題演��女�朋��認���，定�

做��篩�，守護��健康。現��開�QA�答，利��答�式，�決病��有�平�診�上發�之

�題與困惑，經過專家的意見回饋，�得�確且新進的���訊。��除了�世興�院�的專題演�

外，�有�設�院的��病��成的「�合��聯�會」帶���的�演。

    萬��院在��防治�的�聲，�11�3�院內大廳舉�健康�座舉�「�柔��，��您」��

防治活�，����外�張��主���液腫瘤�張家崙主����座主�人，��活�現���範

健康�、免費身��成�量����查��，�起大眾���防治的重�。

    北�大�10�20�24�周二�間6點，舉���提斯�程，這次���專業的��提斯����

練，���眾�礎的姿�與�作，加強���群、訓練身�的穩定�����，追求身、�、靈一�

平�，����都��益�淺。

    為呼籲�症病��追�回診的重要�，今年��三家���院6���外���液腫瘤��師�助

����影�的��，�達���移常見部�、���移治�新���如�預防���移，定�接�

�查，早�發現，早�治�，�力預防�症�移。

   北�大���系�8��間，�北�大與三家���院共同舉�「2020��節暨�護腺疾病�懷活

�」，�和�院�8�7��出「探�爸爸密碼」��活�，臺北��大��設�院�萬��院�8�

8�舉�健康�座�「爸爸的健康���上�」活�，本��19�、26�舉�有�拳擊入��程。

   �和�院今年聯合中和� 10 �里�共同舉�「探�爸爸密碼」的��活�，透過家庭���徐于

涵�師����預防，����童里����範「健康�鬆5�」，���眾養成適�運�的好�慣，

遠�三高，��眾�健康知�帶回家，歡���節。北���今年舉�「男�泌�保健」�「女��

失禁」的健康�座，��泌��陳偉��師�羅���師���座主�人，呼籲�眾除了增強��疾

病治��預防�確認知外，也��如�從�常�活上��善，達�預防的�果。

  萬��院在1�大廳舉�「爸爸的健康���上�」活�，�泌��林雍偉�師��宗豪�師��

�護腺保健��功��礙預防與治�之道，�提�免費的���篩�、男�泌�功��查�免費��

服�，��助安����診做進一步追�，一同守護爸爸�的健康。

   ��與大安��君蔚��提斯會館合作舉�「 男�拳擊有�入��程 」，�程開始前，�庭筠物

理治�師特別以30��的「健康運�，開��活」�座，�達�眾運�的重要�以�如�控�運�力

量的��，��不必要的運��害，為健康加油。��，��在專業拳擊�練��下以充滿爆發力的

拳擊�作，搭配音�節奏，�情揮灑汗�。�得�與�程的�內同仁、������眾好�不斷。

  今年�護腺疾病�懷活�的��影����北���、萬��院、�和�院三家���院6�年輕

泌���師�助��，向�眾�達男�也有�年�、�年�症狀與���式，��理�適�法，一�

出就��許多�注。

北�大���系2020��防治系列活�

健康促進活�-男��護腺疾病�懷活�

北�大舉�2020��節系列�懷活�，提��眾注意男��年�

��護腺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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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食��有��然

北�大歡�慈善

義�會活�

��合影

�情�間���顧�子沒有停

台東�子的��—愛無��

    去（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炎（COVID-19）肆掠�球，��在台灣的影響輕微�，�今（2021）年

�育部在���間��公告「�5�19�起��各����公私�幼��停�上�，且�童���顧服

�中�、��班等各��育�構�同�配合停�，��有��停�前往在家��。」��去年�情�

也造成不小�擊，�����的一�作息都�如常，�今年因�連�幾次延�停���，����、

��有��大的嚴重影響。

  ���多�子的家�靠零工��，不�沒有收入又�子��在家，�三餐的負�就是平�的好幾

�，真的沒�的就是要餓肚子。停�也�家�和�子�處的�間��、�多磨合，隨�都有可��槍

走�，�間���以往同�新增通�了家�、強�就�的��。

   有一�的爸爸�病���好不容���居家�護的工作，想�家�慢慢可以穩定�，卻因�情��

�了�多�護的�點，�本��紓困貸�可以�貼入不�出，���不合規定，因之前積�的���

前�在���間�無法��，然會有��也是因為��爸爸�病開刀的��，��的�洞像是魔咒�

的�箍�這�家庭，��說：「�不��病，�沒有�病的�間。」即�在工作途中出車�、�了

�，�要�養，��是帶��，��微薄收入。這���一直都�努力想要�顧家�，總是在�存的

�緣���。

   這一年，��也面��多��和不確定，�中北�大慈善義會捐助��的�和��工程因�多因�

一再延�，又去年因�情���、人工大漲�成本大增����不�人力。就像�子的��陪���

�子就是不�停，總是在困�中��法，在限�中尋�破，�和����的開工在今年7���了，簡

�的�式敬告�地�祖靈，�求一�順利平安。

    面��情�擊，���做的就是��地陪���家庭和�子�，一同走過風雨�搖。

    ��命跌�谷底，要重新爬起�，��是�要��大的力�。

   �情下，��都不容�。願��在�暗�點亮微�，成為彼此的力量，牽起�一起往前走。��北

�的朋��一����陪�，若有�會��台東，歡���子的��走走、���子�，���子�

在��的��和成�。

   臺北��大��7屆「愛要有您．�愛翱翔」歡�慈善義�會，活�包含 2020 年 12�21�起連�

5�的「愛�義�市集」�2021年3�20�在本����合大���16���會議廳舉�，義��項總

額3,308,776萬元，��將捐給台灣身��礙�音��懷�會，�助��「幸�音��」計畫。

   台灣身��礙�音��懷�會成��2012年3�，起源是��特���音�的陳蔚��師，她�身

��礙�的愛與責�，在陳�師的�情號召下，�身��、身��家�、音��師、特��師等一同

��。成��的主要���助�音�愛好之身��礙�，規畫��音�，擴展身��礙�的音���

發展與�演�會，致力�開�身�音�人才站上世�舞台的�會。��音�與�會有�向的互���

以致�，超越�礙，為�己�出��優�的�命�章。

   林������，��每年舉�的「歡�慈善義�會」，�起�內主�同仁、�����捐�人的

��愛�，將愛�積沙成�、�磚��，�聚成公益慈善洪流，落�北�的�業�會責�，�為臺灣

�會�一��力。今年大家再次�聚一�，凝聚這�愛�，��集的�源，將為身��礙��打造�

�善的音�����。

   本次義�會�集�27��張��董��、陳��董�、林����、各�������院院�、�

�院��各一�主��別捐出�人��物品進���。張��董���愛捐出�特別�愛的收�品

《饗宴》印象油畫，油畫作品以�做為�作主題，呈現�覺�的饗宴�感；�品�財�法人侯�都�

會�利慈善�業��會侯�義董���得，����飛鵬���代理�下。
 
   林����則捐出名畫家吳繼�版畫《�鑽��》作品，象徵���滿�，鴻運��；北�大��

總會�元坤會�認捐，�許庭�董�代理�下。陳�女人��捐出�陵��大吟釀《�》；這瓶酒�

�本香川縣、超過200年�史的�陵酒廠釀造，是�陵酒廠的�牌旗艦酒，人��的����多年，

為了本次義�會特別�愛，同�也在��名字的加�下，別有意義，���林������得。

   ��，今年重頭壓軸�品是��內�祥非�院�、�健���、陳�帆���、高祖仁���、�

宜蓁���、陳�筠���、�功����、柯瓊媛���、�甫�君����吳忠��師10�帶�

的《�爆青春》��舞�演，��祖德董�、董���人張瓊枝女士、蔣�孝�院�、�郁貞女士�

����有限公司��有總經理�得。�演出結合���愛爾�的舞步風�，�得一再安可����

烈掌聲不斷。

「愛要有您」歡�慈善義�會

北�大慈善義�逾330萬元，捐助台灣身��礙�音��懷�會

愛不間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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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法人張炎��會�利��會(�頭�計畫)

 

 

    隨���政策的滾�式發展，「如�落�在地��的理想」儼然成為一致��。�山��頭��

106年5��式開始�運起，即��「在地、�源、�合、共�」理���經�，以�點�新服�、強

�在宅���合服�、�懷鄰里高��弱��群，��達成��的�點服��益、服��大群�為�

�。

    為提��眾��主��呼朋����與，特�進�意�感軟�、電腦、平板、影音、�器等，�

�點有別�以往�鴨式活�，開�多元的健康促進、延緩失�互��程，�有�要�有興�的�眾在

活�過程中逐漸認��頭�，同�也�專業�隊進入��服�，透過如鄰家�人的�座氛�，達��

助、互助、共助�的。107年5�1��109年12�31�活�共計505�次9,801人次。

    以北�大慈善義�會捐助，增設在宅��可�式多功��臟、��、腹部超音波�、一�����

�、���、眼壓筆、移��布�訪��訊等設�，�早確�與診斷，給予適�治�與��，�免症

狀加��入院。107年5�1��109年12�31�，居家���宅服�共計12,041人次；偏遠地����

援服����義診活�共計六�次。

    �懷高��弱��群部�，增設聽力輔助器、�力�大�、起身��、�坡板、呼叫鈴等設�，

以降低溝通與���礙，�造無�礙�善��；另外提�「�懷鄰里弱��援」���助�助�舉�

「�牽�、郊遊�����鄉遊」，�失��與家人，�出家�，紓�身�壓力，共築回�。

    �山��頭�是深�鄰里���點，�接與激發���源的���量，發展在地特�的預防�延

緩失���，�互成為彼此�顧的力量。在積極努力經�下，�108年底，以「�合在地�源高�益

��復��護新�式」�得�家品��章的�榮，成為���眾�慣的存在和���點，��在地�

���。

   達卡努�部落走過八八風災��經災�重�，在臺北��大����系與�會各�的�入下，�助

部落興�「部落願景�」。「部落願景�」�2018年8�落成��，部落���陸�為��入各���

部落在地可��，如漂流�、���繡、�意設計�造這部落����「不再害�風雨的��」。這

�漸漸成為部落經�與活�中�，和部落重新出發的起點，�是�北�大號召各�好��力下從土地

�出�的新景點、新地�、新未�、新願景。

   部落願景�提�了經�發展的�礎，大家���力，����臺灣�會�多人與北�大���系一

�，一起走進達卡努�部落，在欣��然�景之餘，也可在部落�女���的帶�下，���地的�

�、�食與�然風�。

   「部落願景�」為這�淨土�予了一�新的�命與未�，達卡努�部落中的靈�人物�布  與她的

�姊姊 Savo kaaviana，在�中�演重要的��角�。這過程，�他部落�女因面臨家庭�計困�的

壓力，�繼留下�子和年�的��出外打零工。�布�認為「家�」的安定是一�部落得以存�的�

礎，�是安定「��」此角�之重要因�，為此���有�提�願景�的經�產�，提�部落�女穩

定就業，��顧家中年��與年幼子女。

  �前人力、物力等狀況仍處困�，經�產�要再提�擴大，必須要有新�注入，因此，�布 善�

2020年的歡�慈善義�會的慈善�項，進�達卡努�部落的�二�經�重�計劃，積極的��青年�

鄉工作、�亮部落青年回家的�，��青年回�與部落�女���作�。一起�發健康、�善土地的

�包，如結合����南�的「窯烤南���子吐司」、����無毒食�玫�的「窯烤玫���吐

司」、��群/�部落����飲食��的「窯烤薑�醃�吐司」、清新��的「窯烤龍鬚�奶烙吐

司」、「�意貝果」��說中的「古早�甜甜�」，���提�部落��，再�新��。

   除此之外，有感���的�遷，�林的��、�物的�地被破壞，�布  與她的�女���，也極

力搶��態的平�，發起��計畫、保存�物�子，默默的為臺灣�一�力。

高雄那�夏達卡努�的部落願景�

居家���隊訪�

「�練幸�力」新�發�會

預防�延緩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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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9
捐��計與�析

109�年���暨���院捐�成果�計與�析，�計�間�2020年8�1�起�2021年7�31��。

107�109�年��院捐�總�額與筆� 

107�109�年��院每���收入

107�年�合計：403,187,787     108�年�合計：384,201,667     109�年�合計：835,162,733

109�年��院捐��別�析

109�年��院捐�途徑�析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835,162,733

$403,187,787

$384,201,667

��

�票

現�

信�卡

物品

郵政劃撥

�票

薪�扣�

���付

總計

 649,122,231  

103,808,642  

32,531,505  

22,490,249  

20,056,737  

2,737,265  

2,730,105  

1,672,989  

13,010  

835,162,733 

 

 77.72%

12.43%

3.90%

2.69%

2.40%

0.33%

0.33%

0.20%

0.00%

100.00%

 

 

  2,061  

197  

1,337  

834  

54  

476

  2  

160  

3  

5,124 

 

 

�院院�發展

����發展

�究發展

�院院�發展

大�興�

�助��

�會�助

�育發展

����活�

����發展

總計

367,764,558��

224,878,156��

68,252,201��

66,030,028��

53,582,205��

19,875,898��

17,342,516��

9,818,287��

7,606,884��

12,000��

835,162,733�

44.04%

26.93%

8.17%

7.91%

6.42%

2.38%

2.08%

1.18%

0.91%

0.00%

100.00%

1,114

82

561

382

451

224

1,702

16

580

12

�5,124�

�院院�發展

44.04%

����發展

26.93%

�究發展

8.17%

�院院�發展

7.91%

大�興�

6.42%

�助��

2.38%

�會�助

2.08%

�育發展

1.18%

����活�
0.91%

�� 77.72%

�票 12.43%

現� 3.90%

信�卡 2.69%

物品 2.40%
郵政劃撥 0.33%

�票 0.33%

薪�扣� 0.20%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107�年�

108�年�

109�年�

○

五千萬

一�

一�五千萬

二�

二�五千萬

三�

17,460,961��24,688,024��26,110,665��12,540,347��49,565,329��42,062,159��20,710,862��41,195,046��53,248,004��44,601,009��32,567,565��38,437,816
44,637,660  20,214,779��25,894,197��25,631,262��50,080,421��35,119,737��24,631,299��29,799,735��29,561,137��28,087,502��43,013,828��27,530,110

34,937,211��60,065,609��48,569,984��252,768,535��101,969,694��41,908,104��22,026,155��38,855,330��12,059,585��46,966,343��109,475,970��65,560,213

5,124筆

4,966筆5,073筆

(本��以新台�”元”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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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x37cm

100 101

109�年��院捐�人身�別�析 109�年��院���析

109�年���各��捐��析

�業

�人

����

��

�工

總計

49-58�

59-68�

69-78�

89-98�

79-88�

99-108�

總計

��院

口���院

��院

護理�院

公共���院

�����院

人�暨�會��院

�理�院

��工程�院

�養�院

����

總計

  432,011,920  

207,143,014  

92,509,321  

92,321,479  

11,176,999  

835,162,733 

 

 

              26,049,061             

19,715,099             

18,205,699             

11,371,498             

10,932,863               

8,501,037             

94,775,257 

 

 

               65,154,313��

15,910,554��

12,803,001��

4,738,908��

819,000��

4,159,795��

500,000��

4,413,958��

1,180,000��

4,225,798�

336129832�

450,035,159�

               14.49%

3.54%

2.84%

1.05%

0.18%

0.92%

0.11%

0.98%

0.26%

0.94%

74.69%

100.00%

�������������� 315

258

67

67

18

10

2

39

3

90

1441�

2,310�

 51.73%

24.80%

11.08%

11.05%

1.34%

100.00%

 

 

 27.49%

20.81%

19.21%

12.00%

11.54%

8.97%

100.00%

 

 

   492  

2,631  

654  

1,145  

202  

5,124 

 

 

   113

189

177

277

256

163

1,175

 

 

 

身�別 入�年

入�年

�� 11.05%

�工 1.34%

�業 51.73%

���� 11.08%

�人 24.80%

99-108� 8.97%

79-88� 

11.54%
49-58� 27.49%

69-78� 19.21%

89-98� 12.00%

59-68� 20.80%

���� 74.69%

口���院 

3.54%

��院 2.84%

護理�院 2.84%

�理�院 0.98%

�養�院 0.94%

�����院 

0.92%

��工程�院

0.26%

人�暨�會��院

0.11%

公共���院

0.18%

��院 

14.48%

10萬以下 4.37%

1�以上 23.95%

500-999萬 1.84%

1,000-5,000萬 10.78%

50-99萬 11.10%
100-499萬 35.74%

10-49萬 12.22%

109�年��院捐��額�距�析

10萬以下

10-49萬

100-499萬

50-99萬

1,000-5,000萬

500-999萬

1�以上

總計

   36,510,233  

102,091,613  

298,456,899  

92,686,172  

90,017,816  

15,400,000  

200,000,000  

835,162,733 

 

   4.37%

12.22%

35.74%

11.10%

10.78%

1.84%

23.95%

100.00%

 

    4,213  

535  

207  

159  

6  

3  

1  

5,124 

 

�距



25x37cm

102

‧�捷幹�胞����

  有限公司

‧吳淑貞

‧財�法人新北市私�

  ��慈善��會

‧呂旭陽

‧台北富邦�業����

  有限公司

‧合寶開發��有限公司

‧周��

‧財�法人張榮發��會

‧財�法人�磊��公益

  ��會

‧��再春館��有限公司

  台灣�公司

‧新巨�業��有限公司

‧Dreyfus Health Policy and 

    Research Center, Dialysis 

    Clinics, Inc.

‧Give2Asia

‧Jason Brian

‧三星�造��有限公司

‧久��設��有限公司

‧于�彬

‧千�陞��有限公司

‧元��業��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富

‧�大源

$50,000,000〜$10,000,000

$9,999,999〜$5,000,000

$4,999,999〜$1,000,000

‧�克�

‧�定乾

‧���

‧�麗都

‧�麗�

‧台欣�物���發��

  有限公司

‧���

‧�錦松

‧�秀娟

‧������法人

  ���合�院

‧�麗����有限公司

‧宇�欣�業��有限公司

‧�鼎開發��有限公司

‧吳�雄

‧吳家�

‧吳��

‧吳寶�

‧吳寶�

‧吳寶結

‧吳寶順

‧宋耀�

‧�祖德

‧�斐

‧�慶餘

‧�元坤

‧和鼎�產�理��有限公司

‧忠��設��有限公司

‧忠��造有限公司

‧���物����有限公司

‧林宏�

‧林秀�

‧林淑�

103

‧財�法人鄭�����

  ��會

‧健康力��有限公司

‧張��

‧張高祥

‧張�仁

‧��安

‧��順

‧許庭�

‧許�龍

‧許慶造

‧郭�珠

‧陳春�

‧陳��

‧陳�珠

‧陳�源

‧陳鉅�

‧陳榮洲

‧�吉砥加有限公司

‧善�人士

‧���

‧�宗琳

‧閎�����有限公司

‧�秀琴

‧�欣嵐

‧��權

‧��鈞

‧�鄭�

‧新大��設��有限公司

‧�子會����會

‧鼎星�本��有限公司

‧�清�

‧趙祖�

‧遠雄人�保險�業��

  有限公司

‧Mr. Yo Tek Peng

‧工信工程��有限公司

‧��貿���有限公司

‧�淑�

‧���

‧古��

‧台��品��有限公司

‧台灣古爾貝特��有限公司

‧�信�品工業��有限公司

‧�八��有限公司

‧�士�����有限公司

‧吉��設�業��有限公司

‧旭隆有限公司

‧���

‧��靈

‧�雅婷

‧�麗����有限公司

‧����工業��有限公司

‧林�智

‧������有限公司

‧信���貿���有限公司

‧施俊�

‧洪五�

‧林源增

‧林瓊紋

‧��法人臺北市��盛

  慈善�業�進會

‧��興業��有限公司

‧���業有限公司

‧保吉�����有限公司

‧保�人�保險��有限公司

‧南山�德宮

‧������有限公司

‧洪振�

‧洪��

‧香��迪揚有限公司

  台灣�公司

‧財�法人�������會

‧財�法人北�����會

‧財�法人台北市�柵忠順廟

‧財�法人������政策

  �究中�

‧財�法人�聯����

  �會�利��會

‧財�法人�聯慶祥

  慈善�業��會

‧財�法人���育��會

‧財�法人侯�都�會�利

  慈善�業��會

‧財�法人南山人�慈善

  ��會

‧財�法人展�����會

‧財�法人張�宏影�會�利

  慈善�業��會

‧財�法人陳���宇

  未��育��會

‧財�法人慈暉����會

捐��名�10

感�109�年�捐�人，�計�間�2020年8�1�起�2021年7�31��。 ‧洪進昇

‧徐松�

‧財�法人台北��宮

‧財�法人�大�會�利��會

‧財�法人�龍院

‧財�法人�防發展��會

‧財�法人新北市私���

    �會�利慈善�業��會

‧財�法人臺北市安麗��工�

    慈善��會

‧財�法人臺灣產物保險��

    ��會

‧馬寶琳

‧張�本

‧張�婷

‧張楊麗

‧�一�人�保險��有限公司

‧��霖

‧逢興�物����有限公司

‧陳昭鋒

‧陳偉�

‧陳震宇

‧�������有限公司

‧揚星�業有限公司

‧景勳��有限公司

‧童��

‧童�年

‧�景沂

‧�瓊�

‧楊麗娟

‧�晶�

‧�勳政

‧���

‧���

‧�寶雲

$999,999〜$ 500,000

‧劉騏瑋

‧廣��電����有限公司

‧鄭�良

‧鄭淑�

‧�龍�設有限公司

‧優式�本��有限公司

‧���

‧鴻源汽車��有限公司

‧羅��

‧蘇��



25x3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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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德功德會

‧台北�觀���懺會

‧台沅興業有限公司

‧台新���業����

  有限公司

‧台灣仁本�命����

  有限公司

‧台灣安進�品有限公司

‧台灣�和麒���有限公司

‧台灣�一三共��有限公司

‧台灣����有限公司

‧弘�����有限公司

‧�龍�業��有限公司

‧�中順�宮

‧�公�

‧�慶�

‧因���製���有限公司

‧成���有限公司

‧朱子宏

‧��量

‧��仁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

‧���

‧吳�慧

‧吳��

‧吳�斯

‧吳�興

‧呂沈淑娟

‧呂秀子

‧呂柏�

‧呂榮茂

‧壯���器���有限公司

‧宏洲��有限公司

‧����製���有限公司

‧����得有限公司

  台灣�公司

‧胡�仁

‧胡�榮

‧英���群島�惠源��

  有限公司台灣�公司

‧范�信

‧重�信男

‧�多顧�有限公司

‧孫武

‧徐�杰

‧徐偉�

‧徐�翔

‧徐蔚泓

‧�司��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聚有限公司

‧烈��業��有限公司

‧班�����有限公司

‧益得�物����有限公司

‧�瑄甫

‧�肇�

‧袁��

‧財�法人力��會�利

  慈善��會

‧財�法人中�����道會

  �子翠�會

‧財�法人台北市���

  �會�利慈善��會

‧財�法人台北市私����提

  慈善��會

‧財�法人台北市私����

  �會�利�業��會

‧財�法人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財�法人台北市林坤地

  仁�����會

‧財�法人台北市慈愛��會

‧財�法人台北市義和�

‧財�法人台北市臺灣�

  城隍廟

‧財�法人台北市蘋果��

  �會�利慈善�業��會

‧財�法人台北保安宮

‧財�法人�大��

  公益��會

‧財�法人合聯公益��會

‧財�法人���育��會

‧財�法人�聰��士��

  ��會

‧財�法人育秀�會�利

  慈善��會

‧財�法人范道南����會

‧財�法人徐增�����會

‧財�法人高智亮����

  ���助��會

‧財�法人�����會

‧財�法人康��會�利

  慈善�業��會

‧財�法人張榮發慈善��會

‧財�法人�儒青年�懷

  ��會

‧財�法人�仕�����會

‧財�法人感恩聖仁�會�利

  慈善��會

‧財�法人新北市私��寶山

  �會�利慈善�業��會

‧財�法人新北市私��容

  �會�利慈善�業��會

‧宏錦�設��有限公司

‧�口榮

‧��順

‧�宗雯

‧��祥

‧���

‧�欣�

‧�亭�

‧��足

‧���

‧���

‧�偉庭

‧�彩�

‧�遠�

‧����有限公司

‧���

‧沈景發

‧沈�鈴

‧周�儒��診�

‧尚�����有限公司

‧東��子會

‧林人富

‧林�雲

‧林世強

‧林�鵬

‧林克�

‧林劭�

‧林�献

‧林秀娜

‧林秀琴

‧林育秀

‧林俊茂

‧林茂�

‧林��

‧林家豪

‧林陳秀蓉

‧林惠�

‧林惠靜

‧林琬琬

‧林��

‧林簡�

‧��法人中����會

‧��法人中�����

  �術�會

‧��法人中�賀聖宮愛��會

‧��法人台灣胎���振興會

‧��法人���子會台灣總會

  台北市�三�會

‧��法人���普世�盛

  �命�會

‧���

‧�致忠

‧��婷

‧�瓊�

‧侯�騏

‧信���廠��有限公司

‧信通�通器���有限公司

‧凃�慶

‧勃�����有限公司

‧南山人�保險��有限公司

‧南��局有限公司

‧南���製���有限公司

‧品�����有限公司

‧品達����有限公司

‧��顧�有限公司

‧柯聰源

‧洪��

‧洪�盛

‧洪��足

‧繁葵�業��有限公司

‧��財�法人羅許��會

  羅東�愛�院

‧魏柏�

‧蘇淑鑾

‧CONTEMPO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Homelegance USA

‧丁義�

‧九�有限公司

‧小�的家有限公司

‧中���記帳士公會

  ��聯合會

‧元���有限公司

‧公益信託苗���

‧��英

‧��坤

‧��杯

‧�俊�

‧��弘

‧��力

‧�雅�

‧���

‧�震宇

‧���

‧�龍洲

‧���

‧���

‧卡�緹娜����有限公司

‧台北�后宮

‧台北市��會

‧台北市�愛�子會

‧台北市眾躍�子會

$499,999〜$100,000



25x37cm25x37cm

‧許�欣

‧許��

‧許��

‧許��

‧郭宜�

‧郭惠�

‧郭�嵩

‧郭�駿

‧郭蕙�

‧陳大�

‧陳�澤

‧陳守�

‧陳�淳

‧陳林慧�

‧陳玫秀

‧陳俊�

‧陳�宇

‧陳�富

‧陳柏翰

‧陳柏�

‧陳��

‧陳�政

‧陳淮�

‧陳智�

‧陳逸坤

‧陳隆�

‧陳璟鋒

‧陳鴻�

‧陳瓊�

‧���業���託德�

  口����育公益信託

  ��信託財產專�

‧彭伯宇

‧惠智���業有限公司

‧普羅�����有限公司

‧智���顧�有限公司

‧�秀香

‧��厚

‧程��

‧程�慶

‧程�君

‧�禮������有限公司

‧辜榮杰

‧集���有限公司

‧馮聖偉

‧�千�

‧��三

‧���

‧���

‧�茂�

‧新北市中山�子會

‧新北市臺北��大�

  ���系��會

‧楊孝雯

‧楊�榮

‧楊��

‧楊惠如

‧楊智迪

‧�柏�

‧葉慶和

‧�隆�產汽車��

  有限公司

‧�崴宇

‧鉅星���直播��

  有限公司

‧鼎陞工程有限公司

‧�山�開漳聖�廟

‧�聯�球��(�)有限公司

  /孫尉翔

‧���辣���有限公司

‧臺灣�斯特捷利康��

  有限公司

‧趙恩廣

‧趙��

‧遠東�物����

  有限公司

‧�振�密工業��

  有限公司

‧劉��

‧劉�宏

‧劉�枝

‧劉�宏

‧劉��

‧德����有限公司

‧��良

‧蔡�宏

‧蔡翠�

‧蔡�如

衷�感�每�捐�人，以上名��捐��額�收��頭姓名筆劃順��列，

若有不周疏漏之處，敬�與��聯絡 - alumni @ tmu.edu.tw；因篇幅有限，

�餘捐�人��列��本�公共��處捐�徵信�頁，

https://opa.tmu.edu.tw/捐�專�/捐��告/捐�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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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法人萬��運�會�利

  慈善�業��會

‧財�法人�義市私��添�

  �會�利慈善�業��會

‧財�法人�有章�會�利

  慈善��會

‧財�法人漢儒���育

  ��會

‧財�法人�����業

  ��會

‧財�法人臺北市足印�會

  �利慈善��會

‧財�法人��尼����會

‧財�法人顧�����會

‧軒��業��有限公司

‧高�彬

‧高燕彬

‧偉翔��開發��有限公司

‧健康力����有限公司

‧���子會中���總會

  台北市�125(東�)�會

‧康義�

‧張�麗

‧張富子

‧張竣�

‧張道�

‧張��

‧張��

‧張德�

‧張箭球

‧強�����有限公司

‧�孫源

‧�沂德

‧��彩雲

‧蔡�霖

‧蔣�君

‧蔣寶漳

‧������有限公司

‧鄭�義

‧鄭��

‧盧�吉

‧盧�成

‧盧��

‧蕭��

‧��虹

‧�南大�然新����  

  有限公司

‧�球�活�業��有限公司

‧聯�������有限公司

‧聯�聯合液��油���

  有限公司

‧薛�仁

‧��宇

‧��龍

‧禮凡��診�

‧簡��

‧簡奉�

‧�平琪

‧羅�大�廠��有限公司

‧羅��

‧寶鑽�產�理有限公司

‧蘇育珣

‧蘇��

‧蘇�圳

‧蘇添發

‧蘇琴�

‧�井真一

‧護理助產專���二屆

  ��同�

‧顧靜�

‧�雅慈



25x37cm25x37cm

榮譽發�人：張��

發�人：林��

�發�人：�飛鵬、吳介信、陳震宇、朱娟秀

總編�：蘇��

�劃/��：陳冠宏 �薇薇

發���：臺北��大�公共��處

發�地址：臺北市信義�吳興�250號

聯絡電�：(02)2736-1661��2753

編�委�：

�乃�、吳�斯、��智、�元坤、���、周�如、林俊茂、��峯、張�圭、張�琪、

許�和、郭乃�、郭家英、郭漢彬、陳大�、陳��、陳�杰、陳震宇、��健、趙振�、

劉景平、蔡��、蔡淑暖、蔣�孝、鄭信忠、�邦�、簡�惠

編�群：

�鈞�、�鈺惠、吳��、��琪、汪�安、周姿蓉、林姵妤、林雅麗、林楷�、馬紋苓、

張瀚元、張��、許��、陳可�、陳�欣、陳宜安、陳�伶、陳燁嫻、���、��琳、

�  蕾、�筑甯、��涵、楊�欣、劉庭吟、蔡��、鄧慧君、蘇俐安

(�姓名筆劃�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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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捐�

�式一：透過Give2Asia Donation(�稅)�定捐�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式二：�須�稅，���逕開收�◎ 

   ���外捐��節，�情��閱 https://opa.tmu.edu.tw/捐�專�/捐��式/�外捐�

 

 

 

 

 

�� 捐�途徑 �稅上限 列舉扣除額 ( 法規 )

�人

直接捐�予臺北��大� �合�得總額�20%

透過私�興���會—
�定捐�臺北��大�

透過私�興���會—
�定捐�臺北��大�

�合�得總額�50%

合計 �人�年�高�稅上限70%(20%+50%)

�利�業

直接捐�予臺北��大� �得總額�10%

�得總額�25%

合計 �利�業�年�高�稅上限35%(10%+25%)

�得稅法�17�

�得稅法�36�

私���法�62�

私���法�62�

77
捐�北�

�稅額��高

捐�可節稅，收���必妥善保存！

捐��式11 編�群12

   捐�給臺北��大�，���得稅法�十七��二項�二�列舉扣除額規定：���育、公益、

慈善�構���之捐�總額，�高不超過�得20%為限；如透過私�興���會�定捐�給臺北�

�大�，�稅額�將提高�50%，這�項�稅額�可以合�計�，也就是�人捐�給私���，�

高�稅額�可達70%（私�20%+私�興���會50%）。這項�稅優惠，已成為高�得�一項重要

的節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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