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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賀詞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四十週年誌慶

風華綻放
再登高峰

　　　　　　國家衛生研究院	學術發展處

處長　洪文俊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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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四十週年誌慶

群英匯聚　四十有成

系務昌隆　再創新猷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校長　劉嘉茹　　　敬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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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創系 40週年誌慶 

 

醫 技 之 光 

光 耀 四 十 
 

 

院長 黃友利 敬賀 
 

貴賓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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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技之光	光耀四十醫技之光	光耀四十

　　醫技系即將邁入四十不惑的關鍵年，本人很榮幸代表健康科學院受

到柯良胤主任以及系學會的邀請參加這次醫技系成立 40 週年慶祝大會。

醫技系於民國 70 年 8 月成立，經過創系主任江季勛教授等歷屆系主任的

辛苦耕耘與付出之下，在教學、研究與服務上已經有相當不錯的基礎與

成果。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將近 2000 位學生陸續完成學業，投入醫學技

術相關工作，致力於臨床及教學上之服務與研究，對提升國內醫學檢驗

品質有很大的貢獻。

　　除了系上前輩及教師們的努力之外，校友的支持與回饋也是系務發

展的一大助力，本系校友會在民國 85 年在第一屆洪文俊校友 ( 目前為國

家衛生研究院學術發展處長 ) 大力奔走之下得以成立，歷經各屆會長的

努力之下，除了積極參與學校所舉辦的各項校友會活動之外，對加強醫

技系在學生與校友間的聯誼與交流更是不遺餘力，諸如：升學座談、就

業講座及球賽聯誼等。本人期盼分佈於醫學技術相關職場中的眾多醫技

校友們在致力於工作之餘，能夠秉持『母系照顧系友，系友回饋母系』

的信念，讓醫技系更加茁壯成長。

　　21 世紀是生物科技即將開花結果的關鍵年代，醫技系學生在學校所

接受的基礎與臨床科技訓練，不但可以在臨床檢驗醫療上有所貢獻之外，

在生物科技的領域上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醫技系的未來是可

以讓人期待的。所謂「任重道遠」，柯良胤教授在今年接任系主任的重

責大任，相當積極地推動重大系務的規劃工作，在此，我衷心地期盼醫

技系全體師生與校友能共同努力，開創醫技系一個全新的未來。

高雄醫學大學　健康科學院

院長　黃友利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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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醫檢師公會第十五屆

賴信亨	理事長

理事長祝福

經歷 :顏威裕醫院	副院長
　　　高雄市醫事檢驗師公會	名譽理事長
　　　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理
　　　事長
　　　高雄市衛生局醫事檢驗機構品質提升輔導	　　　
　　　訪查委員
　　　高雄市教育局學童體檢	稽核委員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兼任講師
　　　輔英科技大學	兼任講師
　　　台灣社區醫院協會 -醫院評鑑列席委員
　　　高雄橋頭地方法院勞動事件	勞動調解委員

　　首先感謝醫技系柯主任以及籌備幹部們的熱情邀稿，讓信亨得以在醫技

系 40 週年系慶的盛宴中分享經驗及祝福。高醫醫技系在醫學檢驗的領域中孕

育了許多國內外的菁英，更積極的參與無數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及交流活動，

真心感受到醫技系團隊的用心經營及進步。利用撰稿的同時，信亨回顧了醫

學檢驗的過去，並對現在及未來提供一點想法。民國 80 年代隨著醫事人員在

醫院的專業分工、84 年全民健保的實施、89 年醫檢師法的公告，包含評鑑、

認證等重大醫療方針的制定，確立了醫學檢驗在醫療領域中的定位，但也因

此展開了一場醫學檢驗市場的大變革。

　　姑且不再論述過去，而更應該展望現在與未來，Covid-19 自去年延燒至

今，社會大眾對於醫檢師執行 PCR 檢驗量能及專業之貢獻讚許有佳，但對醫

檢師而言在職場上的待遇及肯定才是真正實質的回饋，列舉幾項與我們目前

息息相關的政策及法令供夥伴們參考，也對於在過程中與衛福部及其他醫事

團體，積極協商溝通的醫檢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夥伴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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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執業醫檢師方面 :

　　1.	 2020 年 1 月與衛福部及各醫事團體，針對醫院人力評鑑獲得協商共

識，突破性的以門急診檢驗量納入人力計算依據 , 更將特殊病房納入計算基

礎，這代表的是醫院不得擅自遇缺不補，以確保醫檢師工作權益不致造成過

勞的狀況。

　　2. 特管辦法 (LDTs) 於 110 年 2 月公告 ( 衛部醫字第 1101660674)，第

38 條醫療機構施行實驗室開發檢測 ( 略 )，在應置人員資格中明訂醫事檢驗

師之範疇，對於醫檢師參與精準醫療分子檢測立下了重要的里程碑。

　　3. 另外有關醫檢師參與公衛師考試資格認定、公立醫療機構薪資結構調

整建議、醫檢師分級制度的建立、醫檢師法的修訂…等，都獲得相當突破的

發展及成果。

二 .關於開業醫檢師方面 :

　　1. 依據衛福部 ( 衛部醫字第 1051669475 號 ) 函釋，醫事檢驗所 ( 師 ) 依

據醫師開具之檢驗單，經衛生局報准得以辦理到宅執業，這對醫事檢驗所執

行到宅檢驗有了更明確的解釋。

　　2. 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 年 12 月公告，醫事檢驗所得以設立 C 級

巷弄長照站，為醫檢師參與社區長照服務向前跨進一大步。

　　3. 醫療器材管理辦法在 108 年 12 月也有突破性的發展，其中第 14 條明

訂，醫事機構(醫事檢驗所)執行業務之必要，得供應業務相關之醫療器材，

並得免請領醫療器材販賣業許可執照。

				最後～在恭喜醫技系 40 週年系慶的同時，也期許醫技系的優秀夥伴們持

續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在協助推動醫檢相關法令及政策的同時給予支持及建

議，建構醫事檢驗舞台的同時，更需要的是大家的一起參與及努力。這才是

建立醫檢師職場優勢不滅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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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醫檢師公會第十六屆

張喬棠	理事長

學歷：私立中台醫事技術專科學校、私立高雄醫
　　　學院二年制醫事技術學系醫檢組、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經歷：私立高雄阮綜合醫院醫檢師、															
　　　私立高雄阮綜合醫院細菌組組長、私立高
　　　雄阮綜合醫院感控醫檢師、教育部部定講
　　　師 (講字第 071603 號 )、私立高雄阮綜合
　　　醫院醫學檢驗科技術副主任、醫院感染管
　　　制查核委員、獲選 102 年度教育部技職教
　　　育百位業師名人錄、社團法人高雄市醫檢
　　　師公會第十四屆常務理事、高雄市政府衛
　　　生局醫事檢驗機構品質提升輔導訪查委員、
　　　衛生福利部生物安全專家委員、職安署 105
　　　年度勞工體格及與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
　　　品質及管理分級訪查人、私立高雄阮綜合
　　　醫院醫學檢驗科技術主任、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13 屆常　
　　　務監事、社團法人高雄市醫檢師公會第十
　　　五屆常務理事、社團法人高雄市醫檢師公
　　　會第十六屆理事長
執照：醫事檢驗師執照
　　　院內感染專業醫檢師執照

台灣醫事檢驗之沿革台灣醫事檢驗之沿革

　　台灣的醫事檢驗工作，最早在民國 41 年台大醫院開辦技術訓練班，招收

初中畢業生，接受一年訓鍊。接著於民國 43 年美國杜克 (Duke) 大學醫學院

院長 Dr.Davison 來台考察，建議加強臨床檢驗，應成立醫事技術學系，以培

養醫事檢驗師，故台大醫院於民國 43 年成立實驗診斷科。台大醫技系於民國

43 年正式成立，成為醫技正科班大學授業之始，之後高雄醫學大學也於民國

70 年設立醫技系，奠定今日醫檢教育的基石。

高醫進修深造期間高醫進修深造期間

　　高雄醫學大學為了讓在醫院服務之醫事檢驗專科生能夠提升醫學檢驗專

門領域知識及技能，於 1997 年在彭健芳教授帶領下，開辦高雄醫學院二年制

醫事技術學系醫檢組，每年招收 25 名專科畢業之在職醫檢師；敝人在眾多考

生中有其榮幸能夠考上第一屆之二年制醫事技術學系醫檢組，開始我人生另

一階段的學生生活。在學 2 年期間讓我對於醫學檢驗的專門領域知識及技術

理事長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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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更上一層樓，尤其是對於分子檢驗技術方面，因為當時自己在專科就讀

期間 (1976~1981 年間 ) 有關分子檢驗領域尚未普及，幸好當時有就讀高醫二

年制醫技系，讓我領略了分子生物檢驗技術之浩瀚世界，也深深感受高醫醫

技系老師犧牲晚上4小時之休息時間，教育我們這群在醫院服務的醫檢師們。

於二年制醫技系畢業後，在眾多醫技系老師的鼓勵下，於 2000 年考入高醫基

礎研究所就讀，開啟我學習更多有關醫學檢驗之研究領域，並更精進於醫學

檢驗之專業知識及技能。

醫檢師專門領域醫檢師專門領域

　　常常有人告訴我醫檢師的工作是在驗血、驗尿、驗糞便…等，算不上是

一門什麼高尚的執業，而且薪水也不是很高！你為什麼可以做這麼久？在我

從事醫檢師工作 37 年間，一直都以當醫檢師的工作為榮。因為，我知道職業

不分貴賤，重要的是這份工作可以幫助他人解決問題，尤其是跟一個人的生

命有關時，醫檢師就是扮演一個這麼重要的環節，當醫師要診斷病人疾病時，

往往得靠醫檢師所提供的檢驗數據作為判斷依據。在 2020 年當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 肆虐全球時，在台灣正有一群為政府控制疫情奉獻心力的醫檢

師們；此時，讓政府及社會大眾深刻了解醫檢師工作的重要性，也讓政府及

社會大眾看見醫檢師在這個疫情戰役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多麼重要！

祝福高雄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成立 40 週年系慶祝福高雄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成立 40 週年系慶

　　欣逢高雄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成立 40 週年，回想自己自

1997 年至 2002 年就讀高醫醫技系期間，深刻感受到醫技系的每位老師，對於

醫學檢驗教受熱枕及無私奉獻精神。

　　在此，祝福高雄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40 週年系慶活動圓滿

成功，祝福在校的老師們身體健康，也祝福在校的學弟妹們學業精進。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檢師公會第十六屆

理事長		張	喬	棠		敬啟

二零二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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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淵傑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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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高醫附院檢驗部醫事檢驗師、中華醫事科
　　　技大學醫技系兼任講師、高醫附院檢驗部
　　　微生物室組長、第十二、十三屆高雄市醫
　　　事檢驗師公會理事、醫附院檢驗部總級醫
　　　事檢驗師、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醫技系兼任
　　　助理教授、高雄醫學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
　　　術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第十四 ~十六屆高
　　　雄市醫事檢驗師公會常務理事、第十一 ~
　　　十三屆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理事、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檢驗科主任

　　高醫醫技輝映日月四十載，煌煌偉業動雲天，造就精英無數，培育桃李

滿園。吾人自民國七十七年入職高醫附院檢驗科，面對醫技系第五屆學生實

習起，充分感受高醫雖然沒有巍峨的建築，卻能以最小的空間，包容最大的

多元，也造就出台灣檢驗界許多人才。對我來說，高醫醫技並非憑空滋長出

來的一道風景，而是知識環境與所有師生慢慢交融銳變所形塑的精神空間。

然而，我也在這樣的氛圍下，建立了自己的專業，成就了個人過去三十多年

來貢獻於檢驗界的能力。

　　回顧當初在高醫檢驗科的成長，它給予了我太多太多，從無知到有識，

從少年到白頭，有了昨天才會有今天。一路以來，受到許多醫技系師長的指

導，包含已退休的彭建芳教授、林綉茹教授，還有當時一起學習成長的黃友

利教授，有了他們的指導與扶持，讓我於高醫大醫學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

後來也擔任醫技系兼任助理教授，飲水思源，深切感激高醫的栽培，也將自

己獲得的滋養，於這個溫暖的學習空間，繼續傳承。雖然，我目前已經離開

高醫，但我將是永遠的高醫人，我也正以高醫的所學，於現職的市立聯合醫

院、醫檢師公會組織貢獻所長。希望醫技系的學弟妹們，要以身為高醫人為

理事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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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除了要沉思學習的理論，也要有付諸實踐行動的決心和勇氣，築夢之餘，

也要將高醫精神繼續傳遞下去。

　　當然，儘管時代的巨輪永無休止向前推動，醫學檢驗整體的競爭環境愈

為劇烈，亦期盼高醫醫技全體師生秉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信念繼續

努力，永保卓越的地位。最後，祝福高醫醫技「喜迎四十週年慶，建立百年

基業，共創美好未來」。





系所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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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的話

柯良胤	系主任

「相信自己可以」「相信自己可以」

　　當公佈主管名冊、確認自己是今年系主任的時候，內心有點徬徨，不斷

問自己：「前輩做得那麼的優秀，我有能力維持過去的學系光榮嗎？我可以

有什麼貢獻？」。我聯絡醫檢界恩師們，蔡麗玉教授告訴我「你一定可以勝

任的」；林貴香教授說「你很適合，高醫醫技系很有希望」；黃友利院長說「新

人新氣象，要放手去做」。這些鼓勵讓我安心，也豁然開朗：擔任系主任的

任務不是守成，而是持續進步與突破。

「不要自我設限」「不要自我設限」

　　1996 年底進入高醫附院任職以來，我的人生旅程一直經歷著突破。從醫

檢師職位、愛滋病檢驗、萊姆病檢查、醫檢師留職留薪出國研習，都是創新；

我經歷了高醫感染內科檢查室、檢驗部病毒室、基因診斷室，去過美國貝勒

醫學院、德州心臟醫學中心，回到高醫血脂生科研究中心，轉任醫技系教職，

是沒有前人走過的路。沒有貴人我無法獲得機會，但沒有累積實力也無法把

握，最重要的是勇於挑戰的精神，不設限。

「理性擺脫藉口」「理性擺脫藉口」

　　藉口是必須積極擺脫的影子。任何時候聽到藉口，都會在心底出現負面

現職：教授、系主任
專長：分子診斷、脂質代謝、高脂血症、動脈粥狀
　　　硬化
學歷：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高醫大健康科學院教學組組長
　　　高醫大健康科學院研發國際組組長
　　　高醫附院血脂生科研究中心核心實驗室主任
　　　高醫附院血脂生科研究中心核心實驗室組長
　　　美國德州心臟醫學中心研究員
　　　美國德州貝勒醫學院研究員
　　　高醫附院檢驗部分子診斷室醫檢師
　　　高醫附院檢驗部病毒室醫檢師
　　　高醫附院感染內科醫檢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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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音。一個人有目標卻沒有能夠達成，如果要衡量距離有多遠，端看有多

少份量的藉口。例如：想要出國但英語能力不夠好，先理性思考適合的學習

方法，並重複檢視付出多少努力，進步多少；想要某個職缺，先細數一下資

格條件，針對不足的地方應該做哪些準備。目標先鎖定，再想好策略方法，

盤點絆腳石有哪些，最後排除萬難貫徹執行。

「下個黃金十年」「下個黃金十年」

　　以上種種，是勉勵他人也是勉勵自己。40 週年不是終點線，高醫醫技系

的下個黃金十年，將以發展系所優勢特色為目標，設定三個主軸「質譜醫學

技術」、「抗體工程研發」、「藥物試劑開發」，以多元的實作場域及海外

研習，培育跨域乘法人。在現今少子化、資訊膨脹的危機世代，將爭取學生

安心助學金，並導入資訊應用、統計管理及人工智慧課程，在對學生潛移默

化當中，注入適應新環境的基因，「碲」造生機。

「執行策略方法」「執行策略方法」

　　四歲的時候，我不會彈鋼琴，沒有人稱呼我天才兒童；十三歲的時候，

我沒有錄取美國紐約大學，不知道如何跳級入學。我是平凡的人，有平凡的

背景。但是，我的個性執著有毅力，眾人失去興趣離開的時候，我能堅持理

想與目標；我的專長是組織與學習，也就是建立架構，系統性的搜集知識與

儲存；我的特色是從觀察脈絡中找到創新與不凡。隱藏的機會到處有，唯有

細心挑選符合設定目標的機會，才能有所成就。

「結語」「結語」

　　我是一般人，一般人也是我，只是個縮影；我是我，不同於一般人，因

為目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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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高雄醫學大學於民國 43 年，由首任董事長 - 前高雄市長陳啟川先生資助

創立，是為全國最早創辦之私立醫學大學。為了促進醫學檢驗相關技術學之

發展，並培植台灣醫療院所、公共衛生機關及工廠衛生檢驗室等各單位所需

之醫學檢驗相關技術人材，本校醫學技術學系於民國 70 年 3 月 7 日經教育部

核准成立，同年 8月 1日正式招收第一屆新生。

　　民國 83 年 8 月 1 日，有鑑於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分工需要，「醫學技術學

系」遂分組為：「醫事檢驗組」與「放射技術組」。為了建制校友多元化服

務網，提供校友與在校學生、母系之相互交流與溝通管到，「醫技系校友會」

於民國 85 年 8 閱正式成立。配合教育部政策，推廣終身學習的理念，本系二

年制在職進修班於 85年 8月 1日經教育部核准成立。民國 91年 8月 1日「放

射技術組」獨立設系成為「醫學放射技術學系」，「醫事檢驗組」獨立設系

成為「醫學技術學系」。本系自93學年度起變更系名為「生物醫學檢驗學系」；

並為配合醫學檢驗與生物技術之發展趨勢及培育高階醫檢與生技之人力資源，

並自 93 學年度起招收碩士班研究生。為因應時勢的需求及配合時代的脈動，

擴展本系在校生之生涯願景規劃以及畢業校友之競爭優勢，及與國內其他醫

技系所一致明確地由系名了解本系的專業領域與發展方向，本系自 97 學年度

起更名為「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此外，為配合醫學檢驗與生物技術之

研究發展趨勢及培育高階醫檢與生技之人力資源，並自 97 學年度起招收博士

班研究生。

　　為培育友邦國學生生物醫學與醫學檢驗相關技能知識，促進研究科學創

新能力，成為醫學檢驗暨生物醫學專家，99 學年度獲教育部增設「甘比亞生

物醫學學士專班」，由甘國選派 11 位醫學檢驗醫士人才來本校就讀；本學系

向國合會申請「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士學程」，103-109 學年度辦理「國際高

等人力培訓外籍生獎學金計畫」合作學程，申請招收外籍學生。



 - 21 - KMU MT 40th Anniversary

歷屆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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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健芳	教授

創系之初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

四十年就過去了。高雄醫學大學醫學

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成立就要	40	週

年。對我而言，確實有點心有戚戚焉。

是應該提供一些經驗的分享與祝福。

我於民國	57 年進入高醫，在醫學系

實驗診斷學科任教職，於民國 103	年

以 70	歲高齡從高醫醫技系退休。服

務高醫總共 46 年是不算短的日子。

離開醫技系也 7年。

　　回想當初要成立醫技系，江季勛

主任將我和其他老師，從各種不同科

系組合，向教育部申請本系的成立。

江季勛主任是來自小兒科、而我是屬

於醫學系實驗診斷學科兼附設醫院檢

驗科的臨床檢驗工作。專注於微生物檢驗和門診常規檢查。當時以助教身分

不僅擔任實習指導工作更要負責醫學系在實驗診斷學的教學工作以及微生物

學的上課。往往是時勢造英雄。由於科上的老師突然離開，只好趕鴨子上架，

讓我這個助教有機會上場磨練。必須很快就要進入情況而且熟練。也讓我機

會在臨床檢驗工作和課程的教學並進。更讓我有機會，四年助教升講師，三

年升副教授，三年升教授。10年的過程讓我從助教(民國57年)成為教授(民

國 67 年 )。難怪醫學系的同學畢業、當兵、任住院醫師時還是叫我彭助教，

那時已是教授。

　　轉到醫技系後，並沒有放棄醫學系的實驗診斷學以及微生物學的的教學

工作，而且專注於臨床微生物的檢驗工作。這經驗使我在之後的醫技系二年

級的微生物學和三年級的臨床微生物學更加得心應手。這是我的專業科目，

不僅要負責醫技系的課程而且要參與校內其他系所的教學例如醫學系、護理

系、藥學系以及醫研所的微生物學教學，可以說正是忙得不亦樂乎的時候。

在醫技系，除了專業科目，也要參與其他的通識課程。從年資而言，我可以

說是見證醫技系的成立以及往後醫技系的茁壯。醫技系成立的前幾年，在每

年的迎新會，每位老師都相當用心地向新同學說明醫技系的未來四年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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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以及畢業後的前途和發展，讓同學都有向心力，有信心留下來。當然，

還是有幾位同學畢後重考其他學系。實現他們的理想。更有些同學走向相關

的行業。由於醫技系成立的宗旨是培養同學能走向臨床服務的醫檢師，當然

必須先取得醫檢師的證照。因此，老師的臨床經驗是重要的必備條件，是同

學的重要資源。這些情況對我來說是迎刃而解。

　　本系的課程設計，很明顯地分為基礎與臨床兩大項目。循序漸進，兩者

不可偏廢，讓同學得到完整的教學。以微生物學為例，在醫院的醫學檢驗部

的臨床微生物檢驗工作，同學的檢驗技術的養成必須先有基礎微生物學的課

程的了解，之後再加上臨床微生物學的務實課程，同學進入醫學檢驗部門在

臨床工作才能進入情境。然而，微生物的醫學檢驗，除了要有扎實的課程訓

練外，尚需有一段時間的經驗的磨練。這經驗的傳承，要先有實習課程的實

地操作，來印證課本上所描述的差異。在這過程，有臨床經驗的老師的指導

是不可或缺的。臨床老師的養成更要注重。

　　自 93 學年度起本系增設研究所，先招收碩士班研究生。最早的碩士班的

成立，是經過爭取，掛寄在健康科學院公衛系另設立醫事檢驗組，專門提供

本系師生報名進修的管道。97 學年度起招收博士班研究生，培育高階醫檢與

生技之人力資源。研究所的增設，是本系系務成長的另一階段的表現。不僅

提供同學升學進修，也是老師多年教學進一步的表現。老師能夠指導研究生

從事研究工作。使研究生有學習的機會也有助於老師的研究工作。人生的境

遇，往往是蒼天的安排也是要自己去奮鬥。就在我升上教授，學校也有醫學

研究所碩士班的設立。此時，我的人生階段又進入另一個求學過程。以一個

教授之尊的教師從碩士班的學生開始念起。所以，我又是教師的身分又是學

生的身分。經過3年碩士班研究生的生涯，順利完成學業和碩士論文。此時，

學校的醫學研究所博士班也成立。在一些交流的學校實驗室留下很深的痕跡，

並善用這些校外資源來弭補自己的弱點。因此之故，民國 81 年，我的博士班

研究生也順利畢業。

　　今天，在這盛大成立 40 週年的高醫醫技系，講一些陳年往事當作經驗的

分享，希望能有會心一笑。目前高醫醫技系，在歷屆系主任的領導下，各位

新進老師的努力，無論是教學工作或是研究項目，均有傑出的表現，取得令

人欣慰的成果。最後，要祝福高醫醫技系能夠讓學生自我發揮，老師的研究

開枝散葉，成為同學們嚮往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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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描述

　　高醫醫技系成立迄今已	40	年，目前總學生人數	178	位，包含學士班	

146	人、碩士班研究生	22	位及博士班研究生	10	位。已畢業學生包	括學士

班、碩士班、二年制進	修班畢業校友	327	人，甘比亞生物醫學學士專班，

國際高等人	力培訓外籍生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士學程。畢業學生均盡心	盡

力在醫技相關領域貢獻所學。

　　本學系專任師資共計12名，其中教授6名，副教授3名，助理教授3名 ;

另外兼任師資 3 名 ; 校內外合聘師資 9 名 ; 輔導老師 3 名。師資組成符合本	

系教學目標及教學所需，每位專任教師授課之教學科目均能與其專長相互配

合，除了上述專任師資的教學核心之外，本系亦聘任實務經驗豐富之醫檢師	

擔任臨床實習教學教師，將其寶貴之實務應用經驗傳授本系學子，以符合本

系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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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陣容

柯良胤	教授

王聖帆	教授曾嵩斌	教授褚佩瑜	教授

吳慶軒	教授黃友利	教授

蔡婉琪	副教授 莊智弘	副教授吳世忠	副教授

黃莉文	助理教授 王述綺	助理教授林怡伶	助理教授

專任教師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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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陣容

校內外合聘教師 職稱 合聘單位 

洪文俊 處長 國家衛生研究院 學術研發處 處長 

江旭禎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醫學應用化學系 

李哲欣 教授 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 

吳梨華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 

張權發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醫技系醫技研究所 

譚漢詩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鄭光宏 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 

王亮鈞 助理教授 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李素珍 助理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實驗診斷學科 

兼任教師 職稱 學術專長與研究內容 

江建華 講師 臨床鏡檢學、生物化學、血液學、免疫學 

李昆畝 講師 臨床黴菌學 

陳柏志 講師 
臨床鏡檢學、臨床生化學、臨床免疫學、 

臨床血液學、檢驗資訊及自動化 

                           （依筆畫排序） 

兼任教師兼任教師

行政人員行政人員

鐘靜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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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客座講師國際客座講師

伊藤悅朗	
Etsuro	Ito

參與教學之課程參與教學之課程

1.	醫學檢驗科技海外見習

2.	生物技術概論

3.	專題討論

4.	分子診斷與預防醫學

5.	生物醫學研究技術

簡介簡介
Professor Etsuro Ito	伊藤悅朗教授本職為早稻田大學教授，並合聘於早稻田大學 / 先端生

命医科学センター（TWIns），為國際高知名度學者，同時也擔任許多科學期刊編輯，研

究成果豐碩，合聘於高醫醫技系未來將可以參與協同教學、授課、共同指導研究生，同時

參與研究中心，共同發表科學期刊論文。

2017 年 7 月起，醫技系每年都有學生獲得參與 TWIns 暑期研究見習的機會。每週學生都

會研習不同主題，包括蝸牛解剖與神經元免疫組織染色（snail animal model for researches 
on neuroscience）、超高敏感度酵素免疫分析法（Ultra-Sensitive ELISA）、共軛焦顯微

鏡研究細胞生長與鈣離子通道之影像分析（Cell Clock, Ca2+ Imaging）及近紅外線研究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NIRS）；此外，前兩年共六名參與暑期研究的學生也都能掛

名共同發表的研究論文。除了醫技系之外，伊藤悅朗教授獲聘為高醫醫研所客座教授，並

與高醫感染內科、腸胃內科、小兒內科…等有多項國際研究合作案正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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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就經歷

曾嵩斌	教授

學歷:台灣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博士
　　　台灣大學	醫事技術學系暨研究所	碩士
　　　台灣大學	醫事技術學系	學士
經歷：台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系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教授

　　本人於台大醫技系畢業後有幸回到故鄉任職於高醫醫技系，目前邁入第

九個年頭。由於抗生素使用量的增加，導致抗藥性細菌的問題日趨嚴重，本

人針對台灣抗藥性細菌的抗藥性機制進行探討，並嘗試提出解決方案。近年

來為解決抗藥性細菌可用藥物越來越少的窘境，進行相關抗菌製劑的開發如

運用光動力殺菌方式殺死甲氧苯青黴素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從海洋微生

物與珊瑚分離有效的抗菌結構、開發載銀介孔生醫材料有效殺死甲氧西林抗

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與碳青黴素抗藥性克雷伯氏肺炎菌。其中最引以為傲的

是“新興抗菌小分子有機碲化合物 AS101”可有效殺死碳青黴素抗藥性克雷

伯氏肺炎桿菌。

　　此全新抗菌結構與過去抗生素不同，細菌不易以現有的抗藥性機轉來對

抗此新型抗菌結構，可有效降低細菌抗藥性的問題。為求運用到臨床的可能

性，聆聽業界專家的意見，本實驗室團隊將 AS101 相關研究成果參加第十五

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獲得創業構想類 ( 科技應用組 )「第三名」。參

加 2020-2 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FITI) 獲得最高榮譽「創業傑出獎」( 兩

百萬創業獎勵金 )。另外本校 ( 高雄醫學大學 ) 位於高雄市，青年局長獲知本

團隊的優異表現後邀請本團隊與高雄市長一同合影留念。在此過程中也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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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幸能帶領碩博士班學生一同參與，深植本系學生研究與產業開發的能力。

其中博士班學生楊宗穎表現亮眼，除了上述的成果之外更成立公司獲教育部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創新服務類最高補助60萬元。在這幾年教書的生涯，

深深覺得老師的成就是來自於學生的成就，看到學生們夙夜匪懈的努力與傑

出的表現，讓我覺得高醫醫技系所培育的學生是一群非常優秀也肯努力的學

生，能夠在這麼良好與優質的環境與學生一同努力與成長是我的榮幸。謹以

本人與學生的成果彰顯高醫醫技系 40 年來成就的一小部分，希望未來在諸多

系友與老師們一同努力之下能夠為高醫醫技系再創壯麗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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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就經歷

王聖帆	教授

　　時常聽到別人說“研究是一條孤獨又漫長的道路”，自身經歷下來的感

覺只能用“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來形容。人生當中第一次接觸科研相關的

訓練是在大三暑假到陽明醫技系鄒安平教授的實驗室進行暑期大專生研究，

當時帶我們進行實驗的是沈家寧學長 ( 現職為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副研究

員 )，整個暑假所學到的技術是整套的 Molecular Cloning 技術，從那時候開

始引發我對於科學研究的興趣。人生中的另一位恩師是劉武哲榮譽教授，劉

教授在我就讀碩士班期間指導我如何進行病毒學的研究，也引導我對於病毒

的研究產生興趣。記得當時他說大家都在提倡奈米科技，其實人類很早就開

始接觸歲的奈米科技 - 就是病毒，因為病毒的顆粒大小都是奈米等級，需要

靠電子顯微鏡才能觀察到。碩士期間開始進行的是 HIV-1 蛋白質酶抗藥性的

研究，研究的對象是服用雞尾酒療法愛滋感染者長期服藥後的抗藥性現象與

基因突變位點的相關性，這個研究需要每周在感染科的門診跟著醫師進行收

案、病歷調查、問卷回顧與收集檢體，也讓我體會到基礎研究與臨床研究結

合的重要性以及我們的研究發現對於臨床端用藥參考價值。

現職：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教授
學歷：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博士、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研究所	
　　　碩士、國立陽明大學	醫事技術學系	學士
經歷：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副教　
　　　授、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助理教授、中央研究院	生物醫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陽明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
　　　檢驗學系	博士後研究、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研究與檢驗中心 -病毒實驗室	國防役
榮譽事蹟 :高雄醫學大學研究計畫績優獎、高雄醫
　　　　　學大學優秀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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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畢業後就進入衛福部疾病管制署昆陽實驗室服國防科技替代役四年，

當初被分發到新興傳染病組接觸到許多新興以及再浮現的疾病例如:狂犬病、

腸病毒 71 型、新型的重組病毒 HIV-1 CRF07_BC 以及 SARS-CoV-1 等。還記

得當初花蓮慈濟醫院通報一位大陸來台探親的婦人疑似得到狂犬病毒，引起

實驗室一陣騷動。因為當時台灣地區已經有 40 年沒有狂犬病的案例屬於狂犬

病的非疫區，而昆陽實驗室熟悉狂犬病的人員多數都退休了。只好趕緊求助

當時的陳豪勇組長 ( 陳組長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博士 )，陳組長從一本厚厚

的日文版病毒檢驗手冊裡翻出犬病毒的核酸檢驗法，我們利用書上的引子成

功的鑑定出這名婦人確實得到狂犬病，但是不幸的是報告發出去的時候慈濟

醫院告知該婦人已經死亡。此外，在疾管署也經歷 SARS-CoV-1 的爆發，當

時具有 BSL-3 實驗室的單位很少。所以，全國的疑似染疫檢體通通送到昆陽

實驗室，我們也排成 3 班 24 小時不間斷地收案、檢驗與發報告。在疾管署服

務的經驗也讓我深深體會到新興與再浮現傳染病的威脅與重要性，也促使我

想繼續精進自身於病毒研究的能力而進入陽明大學就讀博士班。

　　在陽明大學就讀博士班的期間原本打算以 HIV-1 的基礎研究做為我博士

題目，但因當時中國大陸、泰國、越南、印尼都相繼報導出現 H5N1 禽流感

病毒的爆發，禽流感病毒能從感染的禽鳥直接傳染給人且患者死亡率高，台

灣農委會與衛服部都嚴正以待。博士班的指導老師陽明大學陳宜民教授也因

此拿到一個 3 年科技部計畫要我接手，我就臨危受命的接下這個重擔子。在

博士班期間開始研究探討為何 H5N1 禽流感病毒對於人類感染造成嚴重的死亡

率，我們著重探討一個與醣結合的凝集素—DC-SIGN，研究 DC-SIGN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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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控 H5N1 禽流感病毒而造成患者全身性感染以及多重器官衰竭。結果發現

DC-SIGN 會與 H5N1 禽流感病毒的血球凝集素 (HA) 上的醣結合進而促進病

毒的感染，由於樹突細胞表現高量的 DC-SIGN，H5N1 病毒可以藉由與樹突

細胞上 DC-SIGN 的結合傳播至全身的淋巴組織造成系統性的感染，這個研究

也是全球第一個發現 DC-SIGN 對於 H5N1 禽流感具有調控能力，後續也帶動

其他研究團隊對於 DC-SIGN 在流感病毒研究的興趣。在博士畢業後尋找博士

後研究員工作時，因緣際會加入中研院生醫所劉扶東院士的實驗室，因為劉

院士長期以來都在研究另一種凝集素 - 半乳糖凝集素 (Galectins)，他在找適

當的人選能夠將 Galectins 導入病毒相關的研究，我也幸運地加入劉院士的實

驗室。博士後研究的期間我主要探討 Galectins 對於病毒感染與調控的影響，

並以 HIV-1 病毒為主要探討的對象。我們發現 Galectin-3 會藉由與細胞內的

ALIX 蛋白結合進而促進 HIV-1 病毒複製與傳播，這結果是之前沒有發現過的

現象。

　　在經過 4 年博士後研究的訓練後，我於 2014 年的 2 月榮幸進入高醫醫技

系服務，也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病毒實驗室建立起來，目前我們實驗室主要

研究流感病毒、登革熱病毒、茲卡病毒的病理機制、抗病毒藥物的研發以及

跟這些病毒跟 Galetcins 可能的調控現象與機制。此外，我們也進行單株抗體

的備製以及將挑選到的單株抗體應用到疾病治療與檢驗試劑的開發，歡迎有

興趣的同學能夠加入我們的團隊，一同探索病毒的未知與奧妙 ( 實驗室介紹

網址請見下方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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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就經歷

莊智弘	副教授

學歷:成功大學	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長庚大學	基礎醫學研究所微生物免疫組碩　　　
　　　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系
現職 :高醫醫技系	副教授
　　　高醫健康科學院	研發技國際組組長
經歷 :高醫醫技系	助理教授
　　　高醫生物標記暨生技藥物中心	助理研究員
　　　高醫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學術專長與研究內容 :
　　蛋白質藥物開發、癌症腫瘤治療、自體免疫疾病藥物開發、分子免疫學、活體內功能
性分子造影、抗體基因工程 (抗體人類化、最佳化技術 )。

比賽榮譽 :
1.		抗體人類化電腦技術平台
				Development of humanized antibody in silicon.
				(1)	2013 年第八屆戰國策	第一名	( 獎金 10 萬元 )					
				(2)	2013 年南科創新▪創意▪創業競賽	第一名	( 獎金 10 萬元 )
					
2.		一種可屏蔽抗體或受器活性的閉鎖器 (鄭添祿老師 )
				(1)	2013 年第二屆高醫校園創業競賽		第一名	( 獎金 10 萬元 )
				(2)	2013 年第十屆國家新創獎	學生組	第二名	( 獎金 10 萬元 )
				(3)	2015 年第十屆	戰國策創業競賽	第三名		
				(4)	2016 年	技術轉移至美國藥廠
				(5)	2020 年	經濟部	國家發明獎	銀牌獎

3.	開發抗病毒、肺炎細菌藥物平台 (醫技系 )
				(1)	2019 年	教育部	U-start 創新服務類績優團隊	補助	(30 萬 )
				(2)	2020 年	教育部	U-start 創新服務類績優團隊	最高補助	(60 萬 )
				(3)	2020 年	第十五屆	戰國策	創業構想類	( 科技應用組 )	第三名
				(4)	2020 年	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創業傑出獎	( 兩百萬創業獎勵金 )
				(5)	2021 年	第十六屆	戰國策	創業構想類	( 科技應用組 )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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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醫技系的莊智弘老師，加入醫技系這個大家庭已經有五年

多的時間了，真心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系所和環境，也很高興能夠在這個醫

技系 40 週年上共襄盛舉，祝福我們的醫技系能夠蒸蒸日上，源遠流長。

目標確定 :做一個能用的藥

　　大學求學時代，由於擔任癌症生物學的小老師，為了跟醫師 ( 上課老師 )

要上課的講義，第一次踏入了醫院的放射腫瘤科，坐在門診外等醫師 ( 上課

老師 ) 的回應，環顧四周，看著一個個陌生的臉孔，臉上總是能看到深深的

憂愁；突然有一個小孩跑過來跟我說，哥哥你是第一次嗎 ? 等一下看醫生不

要怕喔，一瞬間的百感交集，讓我意識到，課本中那一個一個的案例，是這

樣的真實存在，那課本中無法克服的困難，在臨床現場，會是多麼的無奈和

遺憾。那一幕深深的震撼著我，也讓我下定決心，讓我堅持走向癌症藥物開

發的道路，我的夢想是希望有一天真的能夠做出能上臨床藥物。

研究專長 :藥物開發

　　我的研究專長是開發藥物，特別是抗體藥物的設計和改造，將其應用於

癌症、惡性腫瘤與自體免疫疾病上的治療。也會結合分子電腦模擬 ( 小分子

藥物 docking、抗體人類化、蛋白藥物結構最佳化 ) 來加速藥物設計與篩選。

在生技藥研發方面，透過研發與生產各種蛋白質藥物 ( 自體免疫疾病與癌

症 )、篩選小分子藥物、生產人類化抗體藥物 ( 最天然的藥物 )，來產出許多

候選藥物，並進一步利用多種動物模式 ( 類風溼性關節炎、小鼠氣喘模式與

各種腫瘤動物模式 )，來評估活體內藥物療效。同時，我也十分擅長於評估藥

物於活體內分析，利用即時影像造影系統，能夠提供一套藥物治療的評估工

具，例如：使用表現螢光 / 正子造影探針，來追蹤腫瘤、發炎或病毒感染的

情況，即時且非侵犯性評估各種藥物之療效與影響。希望能夠產出具有將研

究成果轉譯至產業的應用型研究成果。

研究產業化，才是臨床應用的開端

　　將研究結果進一步產業化，才能真正的學以致用，也是我做研究的動機

與目標。而高醫醫技系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場域，可以很容易的與許多基礎和

臨床專家一起合作。因此，我與我的恩師，也是醫技系校友	鄭添祿老師，一

起成功開發出萬能抗體鎖技術，此技術可以解決目前現有治療性抗體藥物長

期使用的副作用 (on-target toxicity)，可提高現有所有抗體藥物的選擇性來降



 - 35 - KMU MT 40th Anniversary

低副作用，並提高治療效果。由於有了萬能抗體鎖技術的發現，讓我的研究

路程走向了不一樣的路途。我們為了推廣這個技術，我們參加了許多創新創

業競賽 ( 國家新創獎、國家發明獎 )、獲得了也走過了許多對國內外藥廠招商

的經驗、也成功將此技術技轉至美國藥廠、並申請了全球 15 個以上國家的專

利。目前萬能抗體鎖也延伸出了一個新創公司 ( 天碩生技有限公司 )，希望能

夠藉由此技術來提高現有所有抗體藥物的選擇性來降低副作用，並提高治療

效果。

打造具新創能力的實驗室，培育堅實團隊。

　　打造具新創能力的實驗室，將研究結果進行產業化的過程，我發現有一

個好的研究團隊非常重要，因此我非常強調做中學的能力，有解決問題的能

力才是實力，同時也非常重視實驗室學生創新創意的能力，也希望實驗室學

生能夠多參與創新創業的比賽，因此實驗室學生也都相當優秀，實驗室團隊，

108 年度，「登堂入 4 團隊」以開發登革熱藥物技術，通過教育部 U-Start 創
新創業計畫補助、同年參加第十五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創業比賽，獲

得科技應用組季軍、109 年度指導「碲造生機團隊」榮獲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

計畫	創業傑出獎 ( 兩百萬創業獎勵金 )，教育部青年署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	

創新服務類績優團隊最高補助	(60 萬 )、109 年度，「COVID 殺手團隊」以

開發 COVID-19 藥物技術，獲得戰國策佳作。看到學生們傑出的表現，真正

的深深以高醫醫技系學生為榮，看到學生臉上的笑容與驕傲，更深深的覺得

培育學生有不一樣的成長，為其生涯規劃打開不一樣的一扇窗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我深深的希望能在這個優質的環境與學生共同成長，為解決臨床問題而

努力，也歡迎有興趣的夥伴加入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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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整體特色

一、	培養跨領域專業技術人才：一、	培養跨領域專業技術人才：

　　本系為培養專業之醫學檢驗人才與生物醫學相關技術研發人才之教育單
位，畢業生通過國家考試後可取得醫事檢驗師的專業證照。此外，本系著重

於傳授與研發生物醫學相關科技，並實際應用於醫學檢驗領域。教研特色在

於「質譜醫學技術」、「抗體基因工程」、「生醫試劑製藥」。

　　「質譜醫學技術質譜醫學技術」面向：本系教師研究涵蓋奈米生醫檢測、液相層析與

質譜分析技術，在重金屬、毒物檢驗、疾病生物標記、陰電性低密度脂蛋白、

脂質代謝與心血管疾病之研究成果豐碩，發表多篇學術論文於高影響係數

(impact factor > 5) 及領域排名 20% 以內的期刊。

　　「抗體基因工程抗體基因工程」面向：本系教師擅長抗體人類化、最佳化技術、抗體

基因工程設計，研發多種蛋白質藥物並應用於腫瘤治療、自體免疫疾病。研

發成果獲得多項專利及高額技轉金，並且獲得第十屆國家新創獎、戰國策競

賽第一名、南科創新創意創業競賽第一名…等多項殊榮。

　　本系歸屬於醫學相關學門，與全國其他醫技系一樣具有特殊之辦學任務，

因此相較於其他醫學相關系所而言，本系的特色可歸納為：



 - 37 - KMU MT 40th Anniversary

　　「生醫試劑製藥生醫試劑製藥」面向：本系教師專精多重抗藥性細菌之抗菌製劑研發，

獲得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創業傑出獎、U-start 創新服務類績優團隊最高

補助…等多個獎項，而 COVID-19 快篩試劑、西方墨點法，愛滋病毒及流感

病毒之相關檢測、疫苗開發的研發實力，也是國家防疫最強的後盾。

二、	多元學習場域與海外研習：二、	多元學習場域與海外研習：

　　培養自我學習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本系著重學生參與專題研究的實作課

程與大專生研究計畫，培育人才的特色方法有「問題導向學習」、「多元實

習場域」、「海外研究見習」。

　　「問題導向學習問題導向學習」面向：本系特色課程有問題導向學習、醫學檢驗數據

整合判讀、專業英文、書報討論、生技產業研發、生物資訊檢驗分析，具教

材審查機制與 e-learning 學習平台的建置提供學生更多元學習管道。再者，本

系具有輔系與雙主修機制之建立，可增強學生發展優勢。

　　「多元實習場域多元實習場域」面向：系上師生皆參與校級研究中心「環境醫學研究

中心」、「新藥開發暨價創研究中心」、「癌症研究中心」、「熱帶醫學暨

傳染病研究中心」、「液態生物檢體暨世代研究中心」…等；而臨床教學、

實習與臨床研究學習空間與場所主要位於本校附設醫院「檢驗醫學部」、「臨

床醫學研究部」、「血脂生科研究中心」。

　　「海外研究見習海外研究見習」面向：本系提供許多海外研究見習的名額，包括教育

部學海築夢計畫、高醫健康科學院海外研習制度，學生可以獲得高額的獎學

金，並選擇德國科隆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大阪大學、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瑪希敦大學…等國際知名研究機構，增進國際視野與交流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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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軍毓	系友

學歷: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學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碩士班
　　　德國科隆大學	化學所	博士班
經歷：高雄醫學大學	脂質科學暨老化研究中心	研究　
　　　助理

　　首先，先祝福高醫醫技系邁入 40 歲了，這裡是讓我成長很多的地方，很

榮幸這次被邀請跟學弟妹分享關於出國留學這件事。

　　留學這個選項在我們系裡好像一直不是一個很熱門的選項，以目前我在

國外遇到的台灣留學生來說似乎更是有所謂的南北差距，這個南北差距不是

指原生家庭的地域，而是其所就讀的大學的地域，直至目前我只有遇到一位

學妹來自中山大學，其餘的學弟妹大多來自北部大學。我不確定這可不可以

以南部大學的留學風氣較不興盛作為總結，但我希望學弟妹不要自我設限，

或許大家討論這個議題的機會比較小，但網路上仍然能找到許多資訊，如果

你有想過要出國留學，希望我的簡短介紹也能夠給你一些準備的線索。

　　為什麼選擇德國呢？在讀完碩士之後，我就很清楚我想要出國讀博士班，

所以開始利用下班時間查找國外博士班的資訊，就像大多數的台灣學生一樣，

一開始我也是鎖定美國的博士班，但在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許多歐洲國家視

博士班為一份工作，不僅免學費還有提供穩定的薪水 ( 在美國的話則是可以

靠申請獎學金 )，所以我便把目標轉往歐洲國家。在這當中我並沒有特別鎖定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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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反而比較希望能夠到荷蘭或者是瑞典，後來因緣際會認識的現在的老

闆，並到他的實驗室做十週的短期交流，才開啟的我的德國博士班留學之路。

　　如果是想要在碩士班就出國留學，第一步要先想好你的目標是什麼，醫

技系的設置在每個國家都不一樣，以德國來說，他們沒有這個科系，所以要

先知道你想要讀的是什麼研究所。選好研究所之後要注意其申請條件，假如

沒有醫技這個科系，那你欲申請的研究所所要求的學分可能跟我們的必修很

不一樣，你需要補足對方要求的學分，還需要考慮學分時數的問題。如果要

在博士班才出國，那要看是什麼樣的博士學程，有些要統一申請日後再找教

授，這個情形就需要注意申請的條件；有些則是直接實驗室開缺，那就不需

要考慮學分的問題了，只要面試後老闆願意收你就可以了。還有就是英文能

力，很常聽到這種說法：「我的英文能力在我考大學的時候達到頂峰，之後

便一路下降，所以我的英文很不好」但其實我覺得這是很看輕自己的一種說

法，能夠考上醫技系，英文絕對有一定的程度，即便很久沒有碰英文，日後

還是能夠很快的恢復語感。如果有出國念書的打算，我建議平常時候就可以

嘗試在腦中練習把你的日常對話包含實驗室有可能的對話想辦法用英文表達，

這樣一來即使身邊沒有人陪你說英文，你也是一直在練習這個語言。

　　出國念書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會遇到許多文化衝擊跟生活上的不方

便，但我認為這是一件很值得去做的事，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學弟妹勇敢地出

國闖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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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思慧	系友

職銜：高雄醫學大學	醫技系博士班三年級
簡歷：高雄醫學大學	醫技系學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醫技系碩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醫技系博士班

　　高醫醫技系成立至今已邁入四十週年了，很榮幸此次能被邀請來為學弟

妹們分享國際交流的經驗。曾經的我也徘徊在選擇的邊緣，同時錄取台大醫

技系與高醫醫技系該如何抉擇？我很慶幸自己堅持選擇了高醫醫技系！高醫

其實是個資源豐富的私立學校，並且多年來在許多偏遠的邦交國—索羅門群

島、史瓦帝尼王國、馬拉威 ( 前邦交國 ) 深耕醫療服務與衛生教育宣導。在

大學第二年，我以醫技系背景的優勢在國際志工的選拔中脫穎而出，遠到太

平洋南端的索羅門群島進行為期一個月的醫療志工服務。在當地，我們會同

醫生們一起前去衛生局看診；此外也到訪了當地的各個學校為學生們進行

一些均衡飲食、寄生蟲感染防治以及檳榔與口腔癌預防等相關課程。一個月

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但在索羅門群島經歷的一切仍深深烙印在我腦海中。

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遇到了我研究生涯的伯樂—柯良胤教授。柯老師時

常教導我們做科學研究並不能只侷限在自己的領域，必須要跨出校園與其他

國內外的傑出科學家們交流；鼓勵我們要多演講分享自己的研究並仔細聆聽

大家的建議，才能充實自我精益求精。在大學第三年，我便開始學習摘要與

論文的寫作技巧，期間也獲得了學校以及科技部的補助與肯定，多次參加了

許多大型的國際研討會 ( 英國 Alzheimer's Disease Congress、美國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西班牙 Cell Symposia、瑞典 Baltic Conference)。在就讀碩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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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以及博士班期間，我也很幸運的獲得科技部百里駒計畫及台德雙邊國際交

流計畫的補助，每年可到德國科隆大學生化所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國際交流，

學習一些在台灣並沒有的特殊儀器與技術。在德國的三個月，除了每天的實

驗安排外，我也會與科隆的教授及博士後研究員們一起討論目前的實驗進度

與面臨的瓶頸。古云“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德國人不僅英文說得非常溜，

他們的科學頭腦與邏輯思考幾乎無可挑剔，每一次的討論都使我受益良多。

我覺得台灣與德國教學方式最大的差異在於他們非常注重學生的基礎邏輯與

實驗原理的訓練。大學的必修課並不只是在課堂上唸唸課文，也會到不同老

師的實驗室學習特殊的分析儀器。因此學生們大學畢業後就算沒有攻讀研究

所，一樣能掌握高階儀器的基本應用。外國的月亮真的比較圓，若有機會，

我真的非常推薦學弟妹到科隆大學進行交流、增廣見聞。

				

　　最後，非常感謝醫技系給予學生們的栽培，不論大家身在什麼領域都能

綻放出不同的光彩。我以身為高醫醫技系友為榮，在此祝賀高醫醫技系四十

歲生日快樂！四十載，風雨兼程，積澱深厚底蘊；數磨難，砥礪成鋼，鑄就

英姿颯爽；四十載，回首同慶，舉杯再續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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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芷妍	系友

學歷: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博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碩士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學士

　　正在閱讀這段內容的老師、同學大家好，我是林芷妍，現為醫技系王聖

帆老師的博士生。很榮幸能與大家分享國際交流的經驗。

　　碩二那年，在學校研發處申請百里駒計畫至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微生物實

驗室進行一個月的國際交流。這一個月對我而言有兩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是

實驗進度，第二就是接下來的一個月我必須用英文在陌生環境生活。實驗上

的安排我分成現在式及未來式，現在式包含目前進行中的實驗可以到哪個階

段先暫停或帶到泰國繼續往下試驗；未來式就是你的未來規畫。列出預計執

行內容後，和雙方指導教授討論哪些實驗可以在泰國進行以及需要的實驗材

料。因為當時有預先作好這些準備，在泰國一個月的時間也迅速累積了不少

實驗經驗及數據。

　　接下來，要分享的就是在這個還沒有去就一堆驚嚇及負面評論的地方生

活故事。那時候周遭知道交流的學校在泰國，周遭的人開始浮出“怎麼不去

別的地方”、“泰國這麼落後”、“泰國有鬼”等等之類的聲音。而我只有

把有鬼這件事情往心裡去，實際上那一個月我最怕的是馬桶會出現蛇或是蜥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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蜴。在泰國學校操作了很多比我年紀還大的儀器，印象最深刻的是 ELISA 
reader，在高醫判讀出來的實驗數據直接是存於電子檔，在那裡竟然出現了“搭

搭搭搭”聲響的點陣式印表機列印出來的數據。當時覺得能在高醫做實驗真

的很幸福，但他們沒有因為設備資源的因素阻礙了對實驗的熱忱，甚至培育

出了很多穩扎穩打的人才。此外，有一個更大的收穫就是敢開口說英文。實

地交流前，泰國老師有到我們實驗室來，當時我連自我介紹的部分腦海裡都

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怎麼開口，甚至外籍生還問我“妳不會說英文嗎 ?”當時

內心甚是惶恐，排除不太會講英文這件事最主要是不敢開口說。當時在泰國

有一場與雙方指導教授面對面的進度報告會議，那大概是我的指導教授第一

次聽到我講這麼多英文的時候，跟我同行外籍生也告訴我英文有變好，最感

動的是，那個曾經問過我不會說英文的外籍生跟我說“英文能力有進步喔!”，

勢必人類只要秉持著想生存的動力，必定能激發無限潛能。

　　最後，想依本次國際交流的經驗勉勵學弟妹們，或許在未來道路裡充滿

許多未知數，然而，人生只有一次，勇於突破自己 ( 例如勇於以英文溝通 )、

並且好好享受自己的每一段成長的經歷，以此成就並充實自己的未來人生，

是此次泰國國際交流帶給我最重要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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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規劃與教師研發特色課程設計規劃與教師研發特色
　　本系除了在醫學檢驗國家考試相關核心科目的專業授課之外，亦設計了

一些特色課程，例如以問題導向學習之「醫檢生技導論」、以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導向的「臨床毒物學」，跨領域課程如「生技產業之研發」、「生物資

訊檢驗分析」、「分子疫苗學」、「醫學檢驗數據整合判讀」，還有著重培

育研發實作能力的「以質譜儀科技發展精準醫學」、「液態檢測之微流體專

業技術」、「創新跨領精準藥物開發」研發課程。

本系教師們研究發展的方向與成果也具備特色 ,簡述於下：

•	黃友利教授 : 生醫檢驗分析；層析技術與質譜分析技術研發與應用；毒物　

檢驗與疾病標記檢驗分析。

•	吳慶軒教授 : 白斑治療機轉 ( 光治療 ) 之研究；糖尿病病人傷口癒合不　　　　

良之機轉探討；不同波長光線對皮膚生理功能調控之研究；蟹足腫治療分

子機轉之研究 ; 益生菌對於慢性代謝性疾病 ( 糖尿病與肥胖 ) 改善效果之

研究。

•	褚佩瑜教授 :感染性病毒之分子流行病學；分子診斷試劑與疫苗開發。

•	曾嵩斌教授 :細菌抗藥機轉；致病菌分子流行病學；新興抗菌藥物研發。

•	王聖帆教授 : 愛滋病毒 (HIV-1) 相關研究；流行性感冒病毒與其它呼吸道

病毒在病毒學與免疫學上研究；抗病毒藥物的開發；病毒抗藥性；興新傳

染病研究。

•	柯良胤教授 : 應用液相層析質譜儀技術於脂質體學 (lipidomics) 與脂質代

謝 (lipid metabolism) 相關研究，探討生物活性脂質在各器官系統的病理機

制。

•	蔡婉琪副教授 : 天然物及小分子化合物之抗癌功效評估與機制探討；舊藥

新用於口腔癌抗癌機轉與治療策略之研究。

•	吳世忠副教授 : 心血管疾病遺傳因子；糖尿病致病機轉；阿滋海默症遺傳

因子診斷與藥物治療的開發。

•	莊智弘副教授 : 蛋白質藥物開發、腫瘤治療、自體免疫疾病藥物開發、分

子免疫學、功能性分子造影、抗體基因工程 (抗體人類化、最佳化技術 )。

•	林怡伶助理教授:血液免疫學；輸血醫學；血液學；稀有血型的分析與鑑定；

美容醫學。

•	黃莉文助理教授 :微量元素對免疫細胞功能影響及有毒物質致病機轉研究

•	王述綺助理教授 : 癌前病變和癌症之可能液態檢測因子；病毒性肝細胞病

變和相關肝癌之研究 ;研究復發腫瘤微環境的改變。

課程設計與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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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促進生技醫藥產業發展」、「精準醫療」是近年來國家施政方針之一，

也因此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的快速發展，其研發成果能回饋社會提供更優質的

醫療照護；再者，全球在 COIVD-19 肆虐下，醫檢師在醫院的角色不容忽視，

辛苦的付出也逐漸能夠獲得對等的尊嚴；而基因檢測在特管法的保障下，醫

檢師權益得以獲得保障。

　　醫技系畢業的學生具有國家證照，能夠勝任生技產業的研發工作，也能

夠在醫院擔任醫學專業檢驗工作；畢業生能夠在生技服務、銷售及專業領域，

發揮所長；也有許多優秀的系友能夠在繼續進修後，回到大學、研究機構擔

任教職、研究員。有太多優秀醫檢畢業的前輩經歷可供參考，醫技系畢業生

就業路途寬廣，發展有無限潛能。

•	畢業後授與理學士學位，經由國家考試及格可取得相關專業證照資格，如

醫事檢驗師。

•	可投入之服務工作主要包括：醫院醫療檢驗單位、衛生檢驗機構、法醫鑑	

識單位、環境檢驗機構、醫學科技教學研發單位、生物科技產以及醫療儀	

器廠商等工作機構。					

•	繼續進修的管道有國內外醫學檢驗、生物科技、基礎醫學、醫學工程、生	

物技術、生命科學、分子生物等相關研究所。

　　展望未來，如何將醫學檢驗與生物技術這兩種重要且具發展前途的領域

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讓有志醫檢服務與生技研發的莘莘學子能更了解其學

習內容與目標，將是本系責無旁殆的任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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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徽

創作理念：創作理念：

　　試管代表檢驗，試管上的液滴有著一步一腳印的實驗精神，在旁環繞的

蛇代表醫學，秉持著實驗精神，與醫學環環相扣；選色用代表健康、醫療的

綠色系為主色，給人有乾淨、具有相關醫療檢驗專業之感。

	(MT100	許柏彥	設計 )	



系友經驗分享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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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文俊	處長

現職：國家衛生研究院	學術發展處	處長
曾任：高雄醫學大學	副校長
　　　國家衛生研究院	癌症研究所	副所長
　　　國立中山大學	理學院	院長
　　　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所長

　　求學時閱讀蘇軾的「和子由澠池懷舊」中的首句「人生到處知何似 ? 應

似飛鴻踏雪泥」，總覺得十分浪漫瀟灑，倏忽之間，昔日由澎湖來到高雄醫

學院醫學技術學系就讀的新鮮人，也已進入耳順之年了。猶記大一的時候，

有好多的球賽，籃球、排球、手球、桌球幾乎無役不與，歲月也在加油吶喊

聲中飄逝。大二、大三的專業課程，與大四的醫院實習亦在忙忙碌碌中度過。

驪歌聲起，我走入下一個人生旅程到陽明醫學院攻讀碩士學位。服完兵役，

回到母校擔任講師並攻讀博士學位，升等到教授後，也開始了不同的學術行

政歷練。有幸於 2018 年底，蒙鍾育志校長的邀請，回高醫大接任副校長，協

助校務的推動。2021 年 8 月歸建國家衛生研究院後，接任學術發展處處長，

開始另一個新的任務。

　　2021 年 8 月是母系成立 40 週年的重大日子，藉此專刊的發行，我要表達

個人的感謝與祝福。首先，感謝求學時期師長們的殷殷教誨，讓我在專業技

能與自我學習方面奠定良好的基礎，尤其是自我學習的能力，使我在攻讀學

位與學術研究上不斷地前進、不斷地創新，也讓我有機會成為第五位高醫研

究人員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的榮耀，個人要將學術上的成就歸功於師長的

栽培。其次，是祝福，母系成立 40 週年培育出許多傑出的系友，在各行各業

發光發熱，為台灣這片土地奉獻心力。秉持過往的精神，我相信未來醫技系

會持續人才輩出，成就更多社會的菁英與國家的棟樑。最後，我想以法鼓山

聖嚴師父的四它：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與學弟、妹分享，期

望大家以積極入世的心，過好每一天的日子，成就自己不凡的人生。

經驗分享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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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慶軒	教授

經驗分享與祝福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技術學系	學士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	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	博士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教授
　　　且兼任高醫大國際事務處副國際長兼企劃
　　　發展組組長、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　　
　　　技術學系	教授且兼任系主任、高雄醫學大
　　　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副教授且兼任
　　　系主任、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
　　　學系	副教授且兼任健康科學院研發組組
　　　長、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助理教授、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技術學系	
　　　講師、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技術學系	助教

歲月如流、人生幾何歲月如流、人生幾何

　　我是醫技系第三屆畢業生，一畢業就抽到金馬獎，在金門服役整整一年

七個月，民國 77 年元月 13 日前蔣經國總統仙逝，金門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生

疑懼之心。民國 78 年退伍後心中想當醫檢師，也想隨同窗好友轉攻後中西醫

學系，最後因機緣巧合回到母系擔任助教的工作，開啟教職新樂章。我的研

究啟蒙老師是性情中人、實事求是的小兒科劉文章主任，劉主任的文人風骨

對我人生影響盛鉅。民國 85 年碩士班畢業後升等講師，民國 93 年取得博士

學位，民國 94 年升等助理教授，民國 98 年升等副教授，教職這條路整整走

了 25 年直至民國 103 年終於升上教授。回憶在醫技系的點點滴滴，那些往事

還歷歷在目，歲月沉澱的篇章，留下滿滿的感動。

超前布署、走向國際超前布署、走向國際

　　推開記憶的那道門，醫技系 99 學年度獲教育部設置「甘比亞生物醫學學

士專班」，開啟高醫大招收外籍生專班的第一扇窗。接著於 103 學年度向國

合會 (ICDF) 申請「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士學程」之設立，學程學生來自不同

國家，涵蓋有：索羅門、聖文森、貝里斯、吉里巴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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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都拉斯、聖露西亞、厄瓜多、帛琉、史瓦濟蘭、印尼、諾魯…等。藉由外

籍生與本學系學生共同研修課程，與透過系上活動加強與各國文化的認識，

不僅拓展師生們的國際視野展，也達到協助友邦合作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及促

進大學國際化之雙重目標。至今醫技系已培育 77 位外籍學生，枝葉已經散布

至全世界各角落。

時光荏苒、悠悠歲月時光荏苒、悠悠歲月

　　高醫大醫技系正式邁入40年，回首檢視當年的抱負和理想，我依然不惑。

本人曾忝為主任，有幸能恭逢其盛參與醫技系廿週年系慶，醫技系孕育我，

除了帶給我知識的成長，也留下畢生難忘的美好回憶。諸葛亮《誡子書》云：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年輕是我們唯一擁有的權利與本錢

去編織夢想的時光，實現夢想往往是一個艱苦的堅持過程。在此勉勵學弟妹

們，當面對困難和挫折時，更需要耐心與沉著，時時保持豁達的情懷，和積

極向上的人生態度，集中所有的智慧和熱忱，為明天做最好的準備。現今生

物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在歡慶恭賀醫技系 40 週年系慶的同時，衷心期盼醫技

系能引領精準醫學產業創新發展，結合醫學的科學研究及跨領域科技，開創

更燦爛光耀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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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職稱：教授兼副校長兼入學服務處暨國際處處長
學歷：醫學技術學系學士、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					
						究所碩士	博士
經歷：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副校長室兼醫事學院院	
						長、民生與科技學院院長、醫學與生命學	
						院院長、醫事技術系主任暨生物科技研究
						所所長
專業服務經歷：醫事檢驗師高等考試命題委員、
考選部高普考命題委員、臺灣醫事檢驗學會理事、
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高雄市醫
檢師公會常務理事、台南市醫檢師公會常務理事、
藥用生物保育協會常務監事、屏東縣 ( 市 ) 醫檢
師公會顧問、臺南監獄外部視察小組召集人、人
體試驗委會 (IRB) 審查委員、教育部性別平等專
業師資

姜泰安	副校長

　　感謝母校高醫醫技系師長系友的支持與肯定，邀請本人為母系四十週年

慶致上祝福，回憶起民國 75 年剛踏入高醫校園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母系多年

來歷經師長系友的戮力經營扶持下，今日母系長足進步猶如飛龍在天，不論

科研成就、國際交流、醫療服務奉獻都令系友與社會大眾刮目相看，在高醫

醫技讀書的那段歲月，是我人生中收穫與啟發最多的時光，即便是過了 35 個

年頭，腦海裡依稀迴盪著與師長同學們互動的點點滴滴，也因為同樣從事學

術教育的志業，畢業後常常接受母校師長的指導與支持，始終心懷一日學生

終身系友的感恩，在社會上經常遇到母系的傑出系友而與有榮焉，高醫醫技

系是我人生旅途中一段璀璨的交響旋律，自始我的人生開始變成多彩與繽紛，

衷心有幸成為高醫醫技家族的一份子。

　　醫技系畢業生的職涯選擇可以說是多元且含金量高，首先建議通過醫檢

師國家考試具備臨床執業與相關業務的資格，醫檢師可從事職業包含醫檢

師、醫學科技教學機構、生物科技公司研發人員、環境檢驗機構與食品藥物

與毒物中心檢驗人員等職務，近年來因為次世代基因分析工具與精準醫學

(Precision Medicine) 的重視，衛福部於 110/02/09 修正通過「特定醫療技術

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規定在相關細胞治療與實驗室開

發檢測（LDTs）項目，醫檢師為法定檢驗、品管與發報告專業人員，目前各

經驗分享與祝福



 - 52 -高醫醫技 四十週年

醫療檢驗、生技研發單位及對醫檢師的需求日漸增加，特別在 covid-19 疫情

下，醫檢師更扮演第一線檢驗防疫的關鍵角色。各位學弟妹當初選擇母校醫

技系就讀的確是明智且有遠見的抉擇，在此預祝各位學弟妹都能學業順利、

國考高分上榜，醫檢界期待各位新血的加入。

　　本人以畢業系友的角度見證母系 40 年來篳路藍縷與蓬勃發展的歷程，衷

心期望關心母系發展的師長、系友、學弟妹與社會賢達能共同繼續給母系支

持與指導；相信在現任柯良胤主任的卓越領導之下，學弟妹更能在此優質的

教育環境中學習與成長，成為醫療領域與國家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最後，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感謝母校母系的栽培，感謝師長們的無私付出與鼓勵

扶持，感謝學弟妹們的盛情邀請，祝福高醫醫技系四十周年慶活動圓滿成功，

系務蒸蒸日上，所有支持我們的師長、系友、學弟妹們健康如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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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懿欣	教授

職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
　　　系 /教授
簡歷：業餘	英文同步口譯 /外語導遊 /外語領隊
　　　/紫微命理諮商師

　　遙想民國 75 年大學聯考放榜後，因為排行老么，且家中手足從未離開台

北唸大學，所以家人極力反對我遠赴高雄唸書。但天生反骨加重症懶惰拒絕

重考，不顧家人反對就隻身南下求學；現在的新新世代可能很難想像當時沒

有高鐵，從台北到高雄搭國光號就算不塞車，動輒必須超過 5 小時車程的年

代。

　　當時映入眼簾的高醫校園是隨時可聽見“同仁社”( 現在的學弟妹應該不

知道何謂同仁社吧 ?) 動靜的南館 ( 女生宿舍 ) 與北館 ( 男生宿舍 )；大講堂

的電動遙控螢幕、窗簾以及每間教室皆附有空調，在他校極度罕見而令人驚

艷不已的超先進舒適教學環境設備。每堂課都要盯著手錶，強調「上課時間

10 點 10 分」的英讀老師 ( 至於老師教了甚麼外星文，一個字也不記得，只記

得“10點 10分”)；每次上課都會利用時間聊聊玄學研究心得的普物老師(也

只記得老師講過的這些 543…，授課內容都原封不動還回去了 )；因為自己數

學超爛，一整年都鴨子聽雷的微積分 ( 危機分 )，考前用力抱彿腳死背講義竟

然還能99分高分過關!(一整個錯誤示範)多次在公開會議上高歌“怕太太”

名曲的謝獻臣校長，以及每本書側都蓋著“高雄醫學大學”印章的圖書館藏

書 ( 當時還自行揣測學校應是刻錯印章，乾脆將錯就錯算了…	)。大一上學

期某個 12 月豔陽天穿個短袖就坐車直奔台北，一下高速公路三重交流道看到

經驗分享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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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包裹著厚重冬衣 + 圍巾，驚訝不已……等在腦海播映的一幕幕景象……

雖為時久遠，回想起來仍刻骨銘心，歷歷在目……

　　高醫畢業後除了 6 年的研究所求學過程之外，20 多年來的教職路上從元

培醫專、中台醫專、中山醫學院、改制後的中山醫學大學、陽明大學到現今

的陽明交通大學，連高醫在內，屈指算來一共在台灣近半數的大學醫技系巡

迴流浪，可能也是醫檢界前無古人絕無僅有的紀錄了吧。

　　在高醫的時間僅短短 4 年，不但是職涯發展基礎，也開拓了視野的高度

與廣度，更找到 ( 迫害 ?) 我一輩子的伴侶。一朝高醫醫技人，一生高醫醫技

人，更何況連老公都是高醫醫技人；高醫醫技對我的人生真是產生無遠弗屆

的影響力與後座力～～。( 確實“毒”我良多啊……附註：蕭老師常說我當年

不顧家人反對南下求學，就是為了從台北專程下去找他 !……無言……	。後

來許多學生問我要去哪兒才能找到如此不可多得的老公，「去高醫醫技系 !」

是我一向從未改變的標準正解。)

　　時光飛逝，轉眼已畢業 30 餘年。欣逢高醫醫技 40 週年系慶，除緬懷青

春無敵無憂的大學生活，更鼓勵學弟妹，雖然前浪還在沙灘上苟延殘喘，還

是衷心期盼各位後浪推前浪，一起慶賀四十「不惑」系慶的同時，更要 study 
smart but play hard，充實自己的專業職能與歷練等軟實力，共同攜手創造高醫

醫技無限可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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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與祝福

蔡崇文	總經理

無意苦爭春　一任群芳妒無意苦爭春　一任群芳妒

　　職場上有類無教，而非有教無類。

　　許多社會新鮮人都不清楚學校與職場的分別。學校是只要有進步，都

值得鼓勵；只要有藥救，都不能放棄。

　　而職場上能夠生存的企業往往必須尋找符合企業文化的人，而不是企

圖透過教育成「類」，故試用期內，若發現非我類者，則應予以汰除，而

非感化。

　　至於專業的產品，則有專業對應的訓練，只要符合公司徵才的基本條

件，則非難事，工作上要勝任易，愉快難；如同敬業易，樂群難。不能愉

快樂群的工作，則不易持久，要能有所成就則比登天難，欲達此目標，須

要先天及後天的條件，先天上含興趣及運氣，後天則重學識及閱歷。

職銜：龐德生技公司	總經理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技系	102~110 系友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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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趣而言：重要性不必多言。但有些人認為只有「吃喝玩樂」才是興趣，

但是那是縱慾，縱慾不能持久和維持生計。行商搬有運無以獲利是興趣，賺

錢是目的，專業是手段，而透過專長，將生意做得蒸蒸日上，產生良性的循環，

更因生意產生的成就感產生熱忱，既能勝任又能愉快，這種興趣才有深度，

澤及大眾才有廣度。縱慾不是興趣，職場上興趣是要能夠禁得起制式的考驗

而融入生活。

　　運氣而言：讀好學校不如讀對科系，讀對科系不如跟對老板，這就是運氣。

不可否認，有的人論學試、努力都勝某某一籌，但是造化的緣故，某某平步

青雲，而有的人卻仍勞勞碌碌。又如有些行業，不敵疫情的摧枯拉朽，有些

領域卻發掘出許多商機，這些都是運氣。

　　學識而言：可以有效率的解決問題，尤其是專業產品，例如醫療試劑，

更需要由專業的人才靠著知識來行銷，所謂知識就是力量，在專業領域中，

更可以有刻骨銘心的體驗，只不過求學時的回報是分數，而踏入職場的回報

以金錢，焉能不感人至深。

　　閱歷而言：學識可以針對物的問題有效的解決，但針對人的紛爭則顯技

窮。有些閱歷不足的人，即使去看了許多管理或致富的書，結果卻治絲益棼。

試觀多數公司常以濫開沒有效率的會議為始，而以員工高流動率作終，其總

經理的能力匱乏可見一般。

　　市場上沒有公司會提倡「公司的文化乃不求公平」、「嚴禁表揚員工」、

「制式會議一年僅一次」、「總經理少進辦公室」、「大家少見面感情就會

好」，以上的這些文化則是讓員工待遇一年比一年好的核心動力，試問沒有

閱歷如何能勘破人性原來是嫉善如仇，見賢非但不思齊，反落井下石比較可

能。表面上無會可開，實則由下而上，有感就發，隨時或隨地，二人便成會。

有幾位總經理能夠洞悉「總經理對公司的危害之巨且大既久」，針對自己的

特質隱惡而揚其善，多在外創造商機，少在內作威作福，干擾員工認真賺錢 ?

　　吾嘗在公司與同事唔見時癱坐深陷於高背真皮沙發而滔滔不絕，年輕的

同事時而體態肅穆雙手緊貼褲縫如靈堂之恭謁，時而諂媚笑容滿面似盡得老

板真傳而難報無窮之思。此情此景，在良心乍現時常驚醒我於午夜夢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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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周處除三害的精神，弊絕風清，力求少進辦公室，則物我兩忘，不必戚

戚。市面上很多管理的書籍，儘寫一些違反人性的教條，就是缺乏閱歷的明

證，只能說頗得儒家「薄而寡要，勞而無功。」的精髓。除此之外更要說：「莫

忘市上騙子多。」，以及一位前輩所言「市場上永遠不缺傻瓜」。

　　經商的初衷，本想改善家計，全無報效國家、振興經濟、回饋母校之心，

只是謹守本分，努力賺錢。然而在會計呈上無數的稅單以及後來的機緣，讓

我得以參與一些事務，才感覺與初衷並不盡然，卻頗感愉快。「天下無完名者，

有必將毀之」，我深信且奉行，所以也喜歡陸游的卜算子中的：「無意苦爭

春，一任群芳妒」，即使零落成泥輾作塵，只有香如故。處事不以跡求為高，

但以神似為妙。齏粉化塵甚好，唯有留香。

　　職場如戰場，處處有陷阱，冠狀病毒險，人心更險。但求守本分，非但

可絕處逢生（不一定會飛黃騰達），更可收抗體汨汨而生之效。在四十週年

之際，恭祝	師長們精神健康，身體愉快，學弟妹們：在職場上飽受蹂躪，歷

滄桑方人生正道。苦難晚到不如早到，但不可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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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與祝福

王世志	主任

現任:高雄市滿貫文理補習班	班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醫技系 110 ～迄今	系友會會長

曾任 :醫技系系友會 90 年～ 94 年擔任會長								

　　我們 T78 的同學畢業後，有的當醫檢師、醫師、教授、……，而連長我

畢業後即投入補教界迄今;所謂行行出狀元，連長就是其中一位另類的成就，

在 109 年榮獲高雄市教育局課後師鐸獎「最佳班主任獎」。

																						

獲獎的經驗分享及具體事實獲獎的經驗分享及具體事實

　　民國 53 年出生於屏東車城的農村，因父母務農而期許本人能接受更好的

教育，於是大學畢業即投入補教業；由於熱衷教育，希望透過自身所學啟發

教育年輕學子，以作育英才為己任。

“給學生的話：有志者事竟成。”

　　十數年教學經驗豐富，專攻理化，獨特的教學方式使學生不再排斥學習 !

利用例假日會邀約補習班的師生一起打籃球，讓老師可以與學生培養感情，

同時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提供國高中生段考獎學金，以提高學生學習的動機。因對教育的執著，

於 94 年開始申辦升大學中心，聘請優秀的專業團隊老師執教，從 98 年至今

培育出各頂尖大學校系的優秀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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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心公益 : 高雄市紅十字會育幼中心、國際口足畫家、世界展望會、科

工館平安點燈傳愛活動、高醫校友會、高雄關帝廟管委會、高雄華藏衛視、

中華護生協會、佛光山南屏別院、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社區的慈善活動及

配合政府推動文化創新製作「菜鳥」電影拍攝免費提供場地和一些學校的捐

贈。

「師鐸獎」具體事實

1.參加高雄市補習教育暨品保協會
入會日期：88 年 9 月 16 日，入會迄今。
當選第 14 屆理事。

2. 參與育苗專案公益活動
96 年起參與活動迄今。
推動優質補教，關懷弱勢。

3高雄私立紅十字會育幼中心 長期關懷院生生活、課業，並捐贈日常物資，94 年起。

4. 參加補教經營管理研習
105 年 12 月參加一例一修訓練課程，兩小時。
102 年 2 月參加二代健保訓練課程，兩小時。
93 年度補習班管理業務研討訓練課程，兩天。

5.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之平安燈點燈傳愛活動
106 年 2 月 10 日。
提倡科普教育，善盡關懷社會責任。

6. 國際口足藝協會 長期照顧，並支持口足畫家，90 年起，迄今。

7. 高雄關帝廟管理委員會 捐款贊助本廟廟觀石堵及電梯之興建，94 年起，迄今。

8. 高雄華藏衛視 熱心護持，積極參與，慷慨布施。

9. 中華護生協會 關懷生命，嘉惠眾生。

10. 佛光山南屏別院
人文教育，慈善關懷。
90 年起，迄今。

11.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於 83 年起，捐助慈濟善款，迄今。

12. 贊助道明中學 勁舞社與合唱團等社團活動。

13. 高雄醫學大學
高醫人校友園地編輯小組委員。
贊助醫技系整體發展經費。

14. 象苗學校 贊助建校基金，協助添購學生桌椅及書櫃。

15. 道明中學家長會 榮任副會長、常務委員、委員及顧問等職位。

16. 世界展望會 資助兒童基本生活及教育所需。

17. 國中榜單 90 年起至 108 年，達第一志願理想學校，共 397 位。

18. 高中榜單 98 年起至 108 年，考取頂尖大學校系的優秀學子。

期許學弟妹 :靠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以精采人生，靠自己的專業創造自己以服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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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維昌	主任

現職：輔英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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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技術學系	學士
經歷：輔英科技大學	人事室	主任
　　　輔英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系主任
　　　輔英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	學務長	
　　　輔英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輔英科技大學	附設醫院檢驗科	檢驗科主任
　　　輔英科技大學	醫事技術系	系主任
　　　輔英科技大學	醫事技術系 (科 )	助理教授

　　各位在學的學弟妹們好，我是第 9 屆 (T78) 的系友，在忙碌的日子裡，

突然聽聞高醫醫技系即將度過 40 週年系慶，驚覺時光飛逝，恍如夢中大醒，

原來我已經畢業這麼久了。回首 30 幾年前開始就讀母系的日子，雖是人生中

不起眼的短短 4 年，卻是影響一生的重要期間，大學日子的點點滴滴是我常

掛在嘴邊的故事，在那段時期，很感恩師長們親切和藹的諄諄教誨，整個高

醫醫技系就像是一個溫馨美滿的大家庭；也很慶幸遇見一群志趣相投的學長

姊、同學和學弟妹，一起創造美好的往日回憶，共同寫下自認有成就的輝煌

時刻。

　　大學畢業後，同學們各分東西，就業、升學、考試和出國都有，日後當

醫檢師、西醫師、中醫師、大學教師、研究員、產業界或創業主等各行各業，

因職場而產生的差異也很大，但有個價值卻是大家一致認同的，那就是我們

這個醫技系的感情永遠不會散，還有大學過程的種種參與和學習都可以化成

未來在職場生存的力量。以我個人為例，大一新鮮人時期，學校為新生舉辦

的班際比賽，我全部都踴躍參加，諸如合唱、足球、壘球和英文話劇等比賽，

雖然都沒有得到桂冠頭獎，但卻奠定了勇於面對人群和競賽的能力。大一到

大二，我也積極加入社團和參與社團的幹部運作，例如在國醫社學針灸和中

醫；在國樂社學中國笛和揚琴；參與醫技系學生會運作擔任學術編輯組幹部；

經驗分享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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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承接“醫技之光社”社長，學習整個社團的營運，這些社團的經驗，

讓我在大學生活沒有留白，在我回憶裡一直是彩色的往事，對未來求學和

就業也是很重要的資產。另外，大三到大四在課程面接受專業課程的薰陶，

同時也投入實驗室進行專題研究，在跟專題的日子裡，黃友利學長親自帶

著我們幾個小毛頭，那段實驗研究的日子真是多采多姿且回味無窮，實驗

室革命情感的建立，更是讓人難捨難離，最後都是我走向學術領域的重要

根基。

　　我們 T78 全班在學校就讀時感情就不錯，全班一起討論和辦理活動，

締造不少有傳承的特色活動，可以很自豪得說，「醫技之炊」就是我們班

的怪點子，沒想到卻可以連辦幾十屆，現在看那時的照片都還會莞爾一笑。

我們班大學畢業 28 年了，很多位現在在社會上都很有成就，但據我觀察，

這些成就和學校的在學課業成績好像沒什麼相關性，卻和在學時的活潑程

度有很大的關連，班上有幾位在學時就展現領導能力的同學，現在不是多

金的老闆就是學校或公司的高階主管，還有好幾位揚名在醫學領域和各方

面的佼佼者。我不是鼓勵在學同學不要好好讀書，而是期望同學們要勇於

多方學習，勇敢踏出學習和參與的腳步，不要怕挫折，也不要遇難事就退

縮，面對課業、社團、活動、任務和任何事，都要用正面和正確的態度，

去理解、去分析、去觀察、去規劃和去好好完成，做好現在的每一件小事，

都將會轉變為改變未來的一件大事，我以過來人的經驗，在母系 40 週年慶

的同時，帶給各位學弟妹寶貴的分享，記得！不要小看自己，用對態度去

學習，未來你們也將是下一批佼佼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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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與祝福

職銜 :哈佛醫學院附屬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腎臟科正研究員

呂宗禧	正研究員

　　我是第 10 屆的呂宗禧，謝謝柯主任及系學會幹部的邀請，在這裡野人獻

曝分享身為高醫醫技人的光榮驕傲與職涯心得！首先要恭賀母系 40 歲生日

快樂，更重要的是要向系上所有的師長說聲發自內心最真誠的謝謝 ! 時光芢

苒，從我們班有幸跨入自由路大門的那天，成為母系歡慶第一個十年里程碑

的見證，到 30 年後的今天，高醫醫技無疑是我們人生中最大的資產及最珍貴

的寶藏，更重要的是高醫醫技給了所有 T79 同學及系友們一把打開我們精彩

人生大門的鑰匙！我現在是美國波士頓哈佛醫學院附屬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腎臟科的正研究員並擔任哈佛醫學院的教職工作，目前的研究方向是

遺傳性腎臟病引發的慢性腎臟病基因分析及慢性腎臟病後續導致的心血管疾

病之藥物研發。40年來，高醫醫技的系友們在各種不同專業領域皆獨領風騷，

實在是輪不到我來獻醜，在此，謹就我跌跌撞撞的個人職涯上的一點經驗跟

大家分享。

　　在我的職涯上比較特殊的經驗是我是一路在高醫受教 , 在取得醫研所博

士學位之後才出國從事博士後研究乃至應徵教職成立研究室。兩地的實驗室

硬體上或許大同小異，但東西文化的差異及人際互動，校園文化及制度上卻

有著跟本上的不同。還記得在第一次面試的時候被問到在美國面試的必考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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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you give me an elevator pitch about your research? How do you see yourself in 
5 years?	時，還發呆了一下才傻愣愣的發表了一長篇離題的人生抱負演講，

結果當然是謝謝再連絡！還好天公疼憨人，在第二個面試中，在跟帶著濃重

口音的老闆雞同鴨講了一整天之後，意外地拿到了工作！後來老闆在實驗室

聚餐上老是忘不了虧我說，要不是你面試時死皮賴臉的一直講一直講的講不

停，我利用時間仔細看你的報告，才看到那個我們之前怎麼做都做不出來的

動物模型，但還是看不懂，只好把你招進來做！哈，原來在系學會辦活動及

拉系刊廣告時所培養出來的死皮賴臉也是重要的生存能力之一！但最重要的

是，高醫醫技給了我紮實的基礎生物醫學理論知識基礎及完整臨床實驗病理

的實作訓練。記得我們是少數幾屆與後醫一起上組織學，病理學，大體解剖

學的班，也是早期檢驗放射雙主修的屆別，跟別校醫技系一比起來，我們的

科目課程之廣之深，真是令他們一掬同情之淚 ! 從台灣最早開設的大學部分

子生物學課程，到各項實驗病理學的學科課程及實作，乃至影像判讀與核醫

藥物配製，真的是作到了大一時的系主任劉宏文教授在新生開學時的期勉：

不僅要教我們成為實驗診斷的人材，更要培養我們成為 Medical Science 的尖

兵！也就是這樣的高醫醫技，才讓我們有足夠的實力與底氣，到世界的舞台

上與人一較高下！養兒方知父母恩！在從事教職之後，更能體會母系師長的

用心與愛心，在學校所咒怨的跟膝蓋等高的共筆及對師長嚴格要求的埋怨，

就業後真的轉化成在各個職場上真刀真槍拼搏的保命符及對母系師長的無限

感念！

　　Boys,be ambitious! 是曾任麻州大學校長的 William Smith Clark 博士協助

北海道大學創校之後期勉學生的一句話！在此，借這句話與在校學弟妹共勉！

進入高醫醫技，你已經擁有了打開世界大門的鑰匙，願你們善用這把鑰匙打

開屬於你的美麗精彩大世界！

祝	高醫醫技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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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與祝福

陳柏志	副部長

現任: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檢驗醫學部副主任及
　　　一般檢驗室主任、台灣醫檢學會監事、高雄
　　　市醫檢師公會常務理事、高雄醫學大學兼任
　　　助理教授、TAF 實驗室查核委員、CDC 高防
　　　護實驗室查核委員。
經歷：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檢驗醫學部品管教學
　　　室主任、臺灣醫檢師全聯會監事、高醫熱帶
　　　醫學研究中心組長、檢驗醫學自動化組組
　　　長、血庫組長之重要職務，專長為實驗室建
　　　置規劃，負責高醫體系之分院實驗室規劃建
　　　置，目前為高醫附設醫院主要資訊開發對
　　　口，負責與其他臨床科溝通、任內推動檢驗
　　　無紙化、自動驗證、檢體追蹤、快速簽收、
　　　自動報到抽血櫃檯、高速傳送等重要資訊發
　　　展，實驗室品質改善對外參賽經驗豐富，榮
　　　獲 HQIC 智慧醫院標章、SNQ 品質獎、實證	
　　　醫學競賽…等獎項 11 座。目前針對檢驗相
　　　關領域最近 5年發表 9篇期刊論文及 78 篇
　　　壁報論文。

1. 給職場新鮮人的建議

　　剛到職場人生地不熟，而學長姐們都自己互相熟識，這時候就看你有沒

有心，你就死皮賴臉地跟著學長姐們學，久了學長姐覺得你不錯就會更願意

教你。當工程師來維修的時候我也會向他們學習儀器，以前在上夜班的時候，

我是下大夜之後去問組長說：「學姊，你有沒有需要我幫忙的？」她會想一

下說：「那你來幫我做這個好了」。雖然花了許多時間可是學習到的經驗是

不可用金錢來衡量的。所以你在接觸不同環境後，你會慢慢累積自己的思考

邏輯，這時候當你被拉拔到主管的時候，你就有能力幫忙解決流程上的問題。

培養自己永續學習的能力，針對工作上要有強烈的好奇心是在職場上很重要

的事。

2.	如何面對工作上遇到的挫折

　　遇到挫折，找到對的人幫你解決，就是你的工作能力。遇到許多困難，

你要去分析問題，並且思考誰可以幫你解決。當你遇到問題的時候，其實有

很多人可以幫你，千萬不要自己悶著頭去想，那樣是做不出來的。我覺得每

個人能力都有限，不可能完全不靠別人幫助就做完，像在醫院就是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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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為什麼醫策會要主推團隊合作 (TRM) 就是這樣。我在當主管的時候，需

要很多同仁協助，所以把同仁當家人看待是必須的，當他們有困難的時候需

要以同理心幫忙處理事情。而自己遇到挫折時，心情難免會有低潮，你要自

己找到抒發心情的方式。

3. 如何提升自我競爭力？

　　除了機會之外能不能把握升遷就要看你做了多少準備：

　　(1) 學歷：在職提升學歷可以讓自己能夠學習。	

　　(2) 管理的知能：品質管理的概念要非常精通，並且要積極主動參與認

　　　　證 (TAF、CAP，甚至是醫院評鑑 )，累積管理方面的知能。

	

　　(3) 展現出你的價值：要有能夠負責一個專案，並且重頭到尾完整做完

　　　　的能力，甚至可以讓主管驚豔。積極參加比賽是不錯的做法，高層

　　　　就會看到你有幫醫院爭取榮譽。不斷地充實自己展現出你的價值。	

　　(4) 思考的格局：做事不是只考慮到自己的單位，而是整個院區甚至體　　　

　　　　系之間，想想如果我是他們，我會怎麼做？	

　　(5) 寬大的心胸：不要太跟別人計較小事，因情緒而造成的後果會很難

　　　　彌補。忍住情緒，讓自己建立好人緣。當這些都具備的時候，機會

　　　　來了你就能被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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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育彰	教授

單位：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醫	
　　　學研究所 \醫學系核醫科	教授
　　　中山大學中山大學醫學科技研究所 \屏東
　　　科技大學疫苗研究所	合聘教授
　　　高醫附設醫院醫學研究部	合聘研究員
學歷：高雄醫學院醫技系學士	( 第十二屆 )、中
　　　原大學醫工所博士
經歷：德國海德堡大學化學系 DAAD-PPP 獎助交
　　　換學生、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化　　　
　　　學系訪問研究學者、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生物醫學研究所訪問研究學者、國立
　　　成功大學環醫所環醫所博士後研究員、新
　　　加坡大學化學系科技部補助移地研究進修、
　　　研究資源整合發展中心發展企劃組組長、
　　　健康科學院研發暨國際組組長、研究發展
　　　處行政規劃組組長、傳染病與癌症研究中
　　　心主任、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
　　　學系助理教授教授、副教授

　　時光飛逝，從醫技系畢業至今也過了 25 個寒暑，回到母校任教也過了 14

年，這些年母校依然熟悉的是舊三棟 ( 拆了一棟 )、濟世大樓、南北館 ( 已

拆 )，新的建築國研大樓與未來國際宿舍也讓母校更有朝氣。這次收到系慶籌

備小組的邀請，我也思考了很久，我能提供甚麼分享給學弟妹們 ? 工作經驗

嗎 ? 我也是一路念書、做博後、找教職，就如同父執輩對小孩的期望，似乎

沒有甚麼特別的，那我能跟你們分享甚麼呢 ?

　　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樣的際遇，遇到不同的人事物，一樣念醫技系但

畢業後出路卻大不同，當年我來到醫技系只是一個美麗的錯誤，因為其實我

的志向是在工科，大學聯考的落點預測幾乎都是工學院，只有高醫醫技是在

落點中的第三類組系所，所以我填志願時是填在第三個志願，也就在那一瞬

間連結上醫技的緣分。大學放榜時，我只是看著榜單傻了，怎麼就這麼巧 ~

那年上成功嶺受訓，背著行李到高醫報到，周遭幾位同學都到高四補習班報

到，我也曾猶豫，家人也問我要不要重考，但是一個月後我便放棄重考了，

因為遇到人(鍾相彬老師、張寶樹老師—都已退休)、事(愛情—這不好說)、

物 ( 實驗室生活 )，所以我決定留下來開始我的高醫生活。那個年代的醫技系

還沒分組，醫技與醫放的課都要修，畢業學分幾乎等同雙主修，功課很忙，

但是該玩的一樣也不能少，舞會、飆墾丁、萬巒豬腳、台南夜遊等，非常快

經驗分享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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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也結交許多好朋友，課業與玩樂都十分扎實，回憶過往，在高醫醫技的四

年真的是人生最值得回味的生活。畢業後是人生一個新的開始，大部分同學

都考取醫檢師到醫院檢驗部工作，而我也許想與眾不同，也許不想在檢驗室

工作，我選擇放棄國考回到工科唸書，這是個人的選擇，一但選了就沒機會

回頭，我離開醫技進到醫工所，也回到大學部重修工程課程。

　　沒了國考執照，我的醫技四年浪費了嗎 ? 其實並沒有，在醫技系所學的

不僅只有知識，還有心靈成長，人生還有許多夢想等著追逐，必須放寬心胸

去學習，勇於挑戰新領域，年輕是唯一擁有權利去編織夢想的時光，我不敢

說我書念得很好，但是人生一定要活得精彩。念書期間一路平平凡凡走來，

直到在念研究所時，我拿到德國科技部 DAAD-PPP 獎助金到海德堡大學交換

學生，二十幾年前網路不發達，不像現在可以網路訂機票，當時都是透過電

話聯繫航空公司訂票，於是我下了一個對自己的挑戰，我要一個人繞地球一

圈，用爛爛破破的英文跟好幾家航空公司訂環球票，居然讓我在幾個月內達

成繞著地球跑，從桃園—曼谷—蘇黎世—海德堡 ( 跨過印度洋 )—達拉斯 ( 跨

過大西洋 )—溫哥華—台灣 ( 跨過太平洋 )，我的成績不是頂尖的，但是這件

事在我心中留下一輩子重要的註記，能有多少人在學期間能繞地球一圈。

　　我想鼓勵學弟妹，成績的好壞不是評斷一個人的標準，要勇於追求理想，

很多時候自己的夢想沒有達到，主要的原因都是困難太多，太早放棄，我必

須說追求夢想一定要堅持初衷，才能達成自己的夢想。現在社會變遷相當的

快，只能隨時準備面對挑戰，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學會接受挑戰，不只

是課業的知識，也要增強生活的技能，不是每一次努力都有收穫，但每一次

收穫都必須努力，不管未來將扮演何種角色，你可以走的緩慢但是千萬不要

停下來，莫忘初衷，活出自我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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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顯昌	總經理

職稱:立眾生技總經理
簡歷 :太暘生物科技公司	小小業務員慢慢升到業
　　　務經理
　　　立眾生技永遠的業務經理
　　　立眾病理實驗室什麼都要做的執行長

人生很短 ,做好一件事 ,足矣 !人生很短 ,做好一件事 ,足矣 !

　　今年適逢高醫醫技系四十周年系慶，敬祝醫技系系運亨通！系慶快樂 !

　　認真地回想到離開學校進入職場也近二十年的時間，已經從摸索人生方

向的新鮮人變成人生定業的中年大叔了。一路走來滿是心懷感激，感謝從醫

技系的眾多師長習得的十八般武藝，雖然學藝不精但是唬唬人也是挺夠用的。

另外也要感謝在學涯、職涯中不時出現推我們一把或拉我們一把的貴人們 !

　　醫技系是一個很特別的系，必修科目特別的多；因為實習的關係，還沒

畢業就認識的學長姐也多。實習當時候遇到各科室的學長姐們總覺得他們身

懷絕技，每位學長姐只要小露身手就會讓身為實習生的我們目瞪口呆。也曾

經想像過把十幾個科室的獨門功夫都灌入天靈蓋中，才不枉在醫技系數年的

學習及苦行。直到投入職場才發現一個真相，醫技系畢業除了考照不能偷懶

以外，真的是可以一招半式走江湖的。

　　自投入職場以來，成為一個銷售業務員除了要能察言觀色還要能說善道，

唯一不能違背的就是提供給客戶最好的服務及產品。找到一個自己能發揮的

經驗分享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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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線及拿手的產品就能讓一個小業務變成專家。做了二十年的病理產品業

務員也代理過數個歐美的病理廠牌，慢慢的發現到沒有最好的試劑，只有最

適合的試劑。因為醫技系的背景，也發現研發其實與我們很近相對也較容易，

因此專心投入病理試劑的研發及病理毒理檢測實驗室的建置。病理的領域其

實很廣，組織學對於我們來說相對較難，而且要投入許多的心力進行繼續教

育課程。病理技術確實是醫技系學生可以努力及專研的領域，也較容易些。

有位病理學家曾經說過，化學染色才是病理的基礎，特別是再沒有特異性抗

體的時候。曾經認為免疫組織染色才是王道的我竟然也追隨了這位病理學家，

投入病理化學染色的領域中。因為深入所以更覺得美好，所以與我們的團隊

包含獸醫病理醫師投入更多的時間在研發更適合研究、診斷用的特殊染色試

劑及免疫染色試劑。每次的實驗過程就像是一次藝術的創作過程，只期望能

有美麗的病理美學呈現。精緻病理對團隊來說就像是公司使命般的一個堅持，

不能妥協！過了不惑之年，除了對事情不會迷惑之外，對人生方向也不再像

初出社會般的猶疑，或許對病理技術鑽研、病理試劑的深究會是一生的天命！

　　人生很短，真正能工作及運用所學的時間大約四十到五十年的時間。

四十人生定業，五十知天命！人生的前三十年摸索未來，選定一個對人類有

幫助的事業，努力變成專家，不僅會讓自己衣食無缺還能保持持續前進的熱

情。醫技系的學科很多，不一能在眾多學科中找到自己的志向，但一定要職

涯的前十年找到自己的熱情。人生很短 ! 做好一件事！做好一件讓自己持續

保持有熱情又能對人類有幫助的事，人生因此獲得滿足 !	無缺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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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秉昌	醫檢師

職銜：醫事檢驗師
簡歷：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熱帶疾病　　
　　　醫療暨防治中心醫事檢驗師、生物等級第
　　　三等級實驗室管理人

　　恭喜高醫醫技系 40 週年！也感謝籌備小組的邀稿。想當年 T96 的我好像

還在高醫校園內漫遊，轉眼間我在高醫附院任職已經到了第八個年頭。

　　在大學時期，我的學業成績其實真的差強人意，大一、二每個學期都會有

學科被當需要補修、而重補修之路也並不順利，花了兩個暑假補修重修又沒過

的學分。一直到了大四實習的後半段才開始有對於未來職涯的危機意識，重新

拿起課本、找國考複習的補習班、並且開始規劃每天至少 12 個小時的念書時

間﹔就這樣持續了三到四個月後才在醫檢師國考中低空飛過，拿到了醫檢師的

及格證書。

　　考上執照後的我並非直接進入醫院工作，由於深知自己的不足、我選擇了

直接就讀高醫大的醫技碩士班再考慮未來的方向。在醫技碩班當中我學習到了

當時還很新穎的分子生物知識及實驗的技術、閱讀論文及找尋資料的能力，也

在畢業後先到高醫附院當助理、後來也幸運的得到正職醫檢師的職缺，從事分

生檢驗相關的工作，也在工作中慢慢的學習實驗室認證、品質管理等等的相關

知識。一路上遇到許多的貴人：包含碩班的老師、實習認識的學長姐、職場的

前輩同事等等，職場的路上雖有辛苦但卻也還算順遂。

經驗分享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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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特別想祝福還在校的學弟妹們，就讀醫技系這個系所可能會因為未

來的出路感到迷茫甚至惶恐，但其實醫技系的出路是很廣的；除了專屬於我

們的醫事檢驗師職缺外，公職、生物科技、品管、實驗研究、醫療研究儀器、

相關的器材銷售等等，醫技系相對於其他科系都是很吃香的，可以依照自己

的興趣跟個性去選擇。

　　在職場這麼久，讓我最懷念的還是坐在課堂上聽課的日子，因為出社會

謀職之後所有的新知都要自己主動去學習、瞭解才能夠保持自己的競爭力，

相較之下有老師能統整後幫我們上課真的是太好了！大學時光玩樂不能少，

但多留一點時間充實自己，認真的把執照考起來，是個將來在職場上進可攻

退可守的選擇喔！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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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與祝福

蔡宜君	醫檢師

職銜: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	醫檢師
簡歷 :高雄醫學大學	醫技系學士班
　　　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

　　很榮幸可以在高醫醫技系 40 週年被邀請來分享這幾年在醫院的臨床經

驗。

　　在大學四年級時也曾經想過要繼續往上念研究所或是直接到職場工作，

因為蠻明確自己未來的工作就是當一名醫檢師，於是最後是直接進入醫院累

積臨床經驗。

　　很幸運一出社會就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 - 細菌室，對於菜鳥的我可以不

用抽血面對病人(自己本身並不喜歡抽血 xDD)和輪大小夜班已經極為滿足，

雖然離家很遠，但現在高鐵一日圈，距離並不在我當初找工作的考量當中。

　　進入職場後，在醫院的工作就是要處理源源不絕的檢體，然後將正確的

報告發出。除此之外，剛開始進入醫院還有為期兩年的 PGY 訓練，也因為這

個訓練，學姊領導我投稿了兩篇 POSTER，很幸運有入選醫檢學會期刊和參

加過 2019 年在杜拜舉行的 ICC&GCCMID 研討會，增廣了很多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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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9 年底來了一場讓大家生活都改變的疫情—COV19，配合政府政

策，我們醫院也設立了 PCR 站，於是在這之後，除了細菌室，COV19 的

PCR 檢驗也成為了我的工作。當醫生戳完病人的鼻子將棉棒放入保存液後，

醫檢師的工作就是拿到檢體並做後續的處理 : 首先是前處理 ( 將病毒去活

化)、之後放入機器做核酸的萃取、最後上機跑PCR，整整一次大約就需花三、

四個小時，結果出來後再將報告判讀並發出。而五月的本土疫情爆發，所有

醫療人員忙翻，檢體量上升到之前的好幾倍，雖然現在想想那段時間加班的

很可怕，但現在看到疫情逐漸穩定，對那時的付出也深感值得。

　　最後，很感謝高醫醫技系老師的栽培，也祝福學弟妹未來都能在自己的

領域發光發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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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與祝福

陳韋翔	系友

學歷:高雄醫學大學醫技系	學士
　　　國立成功大學醫技所	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基醫所	博士

　　我是 MT102 級的陳韋翔，目前於成大基礎醫學研究所就讀博士班。當初

進入高醫醫技系時，還不清楚醫技系以及醫檢師是在做什麼的，相信很多學

弟妹剛進來的時候也是一樣矇矇懂懂。直到大二開始接觸到專業課程後，才

了解到醫技系未來工作所需知識。由於醫檢師在醫院的待遇以及被重視程度

仍比其他職業低，許多人會選擇轉系或是考後中、西醫，但我當初並不排斥

這個職業，認為有張執照至少能夠養活自己，就抱持這個想法讀下去。

　　大三因緣際會下跟著同學進入柯良胤老師實驗室，在了解實驗室大致的

研究方向後，老師讓我跟著一位博後學習質譜儀的分析原理以及如何操作質

譜儀。當時研究的方向為分析阿茲海默症病人血液中哪個脂質成分比起正常

人有顯著增加，再利用細胞實驗去觀察該脂質是否會造成細胞死亡以及發炎

反應。每次與老師討論實驗結果和研究方向時，都感受到老師在研究上滿滿

的熱忱，同時也讓我對研究越來越有興趣。畢業後選擇就讀成大醫技所，跟

著同樣也是做質譜儀實驗的謝淑珠老師學習。在碩班兩年中，進一步學習如

何建立質譜儀的定量方法，並利用建立好的方法探討瓜氨酸血症氨基酸以及

NADH 代謝的改變是如何影響到精氨琥珀酸合成酶的表現量以及活性。進入

碩班一開始最衝擊的是必須要讓自己的生活配合研究時間，無法像大學一樣

時間到就回家，在實驗室吃完晚餐後繼續做實驗也是很平常的事。對於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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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就讀碩士班的學弟妹來說，研究所是有進度壓力的，不會跟大學進實驗

室學習一樣，需要時常去思考自己的研究題目與方向，設計好實驗，妥善利

用時間安排實驗去證明自己的假設。在研究所中雖然有老師跟學長姐可以詢

問，但千萬不要什麼都沒搞清楚就跑去問，必須先自己找過資料、想好自己

想要知道什麼答案再去詢問。

　　在碩班第二年下學期，我認為自己並沒有完成一個完整的研究，於是申

請直升基醫所博士班。我希望在博士班中能夠多學習動物實驗，因此進入傅

子芳老師的斑馬魚實驗室。研究方向為探討癲癇是如何造成認知功能受損。

博士班的訓練又更嚴格，老師只會給個方向，需要自己建立疾病模型，找尋

可能的路徑並往下深做。除此之外，博士生最重要的是練習如何撰寫研究計

畫和論文，因為這是之後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博士班跟碩士班不一樣，碩士

班再怎麼痛苦撐個兩到三年幾乎都能畢業，但博士班畢業所需條件很多，許

多人讀到七年還不見得能畢業，除非真的對研究非常有興趣或是已經想好未

來要往學術領域發展的人再讀博士。最後祝各位學弟妹不管將來想往哪個領

域都能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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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與祝福

Franklin Chikodi Udo Kalu

  My name is Franklin Kalu. I was a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s and 
Biotechnology (MLSB) at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KMU) for four years. I received my 
Bachelor’s degree from this highly esteemed institution and department in June, 2018. It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illustrious achievements of my career to date. I believe I was destined to be a part 
of the KMU MLSB family because as soon as I arrived at the school, I felt at home. Relocating to 
Taiwan as an 18-year-old with no family or friends was a daunting thought, however, I felt like I 
belonged, and I was determined to excel at all cost. 

  I have very fond memories of my time in the MLSB department. There were a few challenges 
in the beginning, but together as a unit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alike) we conquered them. 
My mentor Dr. Liang-Yin Ke took me under his wing and cared for me like a father would a 
son. He introduced me to the world of lipid biology research which piqued my interest almost 
instantaneously. Thanks to Dr. Ke, I was able to assimilate into his laboratory setting and assist 
in various researches. I also collaborated with him and his team in publishing several research 
articles. That learning opportunity remains one that I’ll forever be grateful for because it 
eventually opened so many other doors for me. Even more so, the knowledge I gathered in my 
three and half years working in his lab was so wholesome that I still use it in my current medical 
career. 

  The MLSB department in KMU has all the facilities that a young and vibrant student would 
require to succeed. The faculty and staff are all outstanding. Many would say, they’re all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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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ir various fields of specialty. All the courses, ranging from microbiology to immunology 
and even hematology amongst many others, were all taught by exceptional professors who were 
passionate about their work thus inspiring a student like myself to desire success.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after four years in this department, I was equipped with all the gear I needed to pursue 
a career as a laboratory technician. Many of my colleagues can attest to this. Every professor has a 
research laboratory for their field of expertise and they welcome students with open arms to learn 
and perhaps, even take on their own research(es). Beyond the academics, the MLSB department 
has a tremendous student organization that frequently organize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for 
its students. I especially enjoyed partaking in their sporting activities mostly because I loved 
playing soccer. They would also organize trips to various places in Taiwan every now and again. 
Furthermore, the organization was always willing to lend a helping hand to a foreign student like 
myself whenever I needed assistance.

  As an alumnus of the MLSB department, I can affirm that the key to succeeding here is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Although this may seem vague or platonic, I believe that one needs a 
stable foundation in order to reach greater heights with everything in life. The resources to excel 
are made available for each and every student. Everyone is given a fair shot at succeeding and 
graduating with not just a degree, but also a vast amount of knowledge. It’s not all fun and games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times when the going will be extremely tough, and that’s where mental 
toughness comes into play. In addition, a very solid support system is necessary, be it your family, 
friends, colleagues or even the student bodies/organizations in the department or school at large. 
I have witnessed a lot of students struggle with balancing their schoolwork and social life. This is 
mainly because most aren’t goal oriented, thus there is no point of focus. I am a very goal-oriented 
person and this helps me to focus on each and every task at hand. I believe this played a huge 
role in how I managed to balance everything out during my time in college. Everyone is wired 
differently, thus, my advice is to do what works for you.

  Earlier on, I mentioned ‘mental toughness’ and this is something I find intriguing as it is seldom 
spoken about especially amongst young adults. Fostering a good mental health also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success I had in the MLSB department. I tried to surround myself with people and 
things that aligned with my personal goals. This helped me maintain a healthy environment which 
essentially begets a stable mental health. Even if a student is struggling, the department did their 
utmost best to provide them with necessary aid or assist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taken for granted, and I commend the department for taking such shortcomings seriously. 

  All in all, there are many positives about KMU’s MLSB department. It has a great environment 
that allows every student to learn, grow, and nurture that curiosity that brought them there. I say 
this wholeheartedly having lived it myself. I hope many more can follow along in the same or 
similar path. 



 - 78 -高醫醫技 四十週年

經驗分享與祝福

徐聖凱	系友

頭銜:第三十六屆醫技系系友
簡歷 :系學會職涯輔導長
　　　第三十六屆畢業生四育獎、智育獎、校友
　　　總會獎得獎人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Biological	Science	Master	programme	
　　　candidature
　　　第九屆海峽兩岸醫學交流活動	副召

　　五年前，我帶著未知、且戰且走的心情踏入了高醫醫技系，仍然記得在

大一時候的我對於未來的人生規劃並沒有太多的想法與執著，只是想著把書

讀好，把成績顧好或者有機會可以轉系 !?	不過隨著接觸到系上一些師長與學

長姐的分享再加上漸漸地深入了解系上的課程，我開始意會到檢驗醫學其無

限潛力與可能：從母親肚裡的胎兒到生命終結的那一刻，每一個生命的階段

都需要檢驗醫學，無論是產前檢查、健康檢查、抗戰 COVID-19 pandemic、
醫學刑事鑑定到未來的精準化醫療與可攜式的健康偵測設備開發 ... 等，都

可以見到我們的蹤影。在大學的過程中非常建議學弟妹可以多參加各式各樣

的活動 ( 無論與自己的專業有關與否皆可 ) 以及研討會，因為這些習得的經

驗都是硬體課本上所無法觸及的，而這些經歷將會讓你的視野更廣闊以及有

更大的機會發掘自己的 niche。除此之外，精進外語能力也格外重要，因為國

際競爭將愈來愈激烈，東南亞各國也摩拳擦掌，如果我們能夠有效地善用語

言優勢便能將自己的創意、點子與長處被更多人看見。

　　大學四年，其實時間如過眼雲煙，請好好地把握每一分每一刻自由的時

光 ! 無論是精進自己抑或是玩樂也好，我想大學絕對是相較於高中與出社會

更能有自己時間安排的階段。到了出社會的那天，我們可能會漸漸地被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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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模式塑形，曾經的理想與勇氣可能也會因為現實的問題而被迫中止，

所以大學的時候一定要好好地探索一番 !

　　我想身為一位學生更好的詮釋應該為：學習生命，大學就宛如小型的社

會，也是我們進入社會前的重要歷程。因此在大學這個階段學習的不只是專

業知識，也是個轉捩點讓我們思考自己應該成為怎麼樣的自己。我想大家或

多或少在成長歷程都會受到家庭或者這個社會的期許告訴你應該成為怎麼樣

的人，我們也可能常聽到別人說誰去那讀了什麼或做了什麼成就很不錯 ,，也

許那可以當作我們的參考典範但我們不可能完全複製一個人的人生歷程，因

此選擇一條沒有對不起自己的路貴為重要	!

　　如果在這摸索的過程中，你發現有一樣東西可以令你為之振奮，並且在

學習的過程中不會感到疲憊反倒甘之如飴，那我想這就是你生命中的 spark，
一定要好好珍惜這得來不易的發現，因為這四年可以令你帶得走的絕對不是

那生硬的知識 ( 它們往往隨著時間漸漸流逝 )，而是對於自己的認識與接納，

才能讓未來的每一步路走起來更為堅定	!

　　人們常說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但我認為是準備好的人可以洞

悉到機會在哪裡，這是一種主動行為而非被動。在大學過程中有時我們會不

了解這堂課或這項活動的實質意義，但也許有一天當你需要的時候它便會化

作你的競爭力而替你爭取到更好的機會，它可能是硬實力抑或軟實力，這時

你便會感激當年自己的投入	!	希望學弟妹們在這四年裡都能夠尋找到自己的

spark 並且勇敢付諸實行，無論是在哪個位置上努力付出，讓我們一起 make 
medical technologist great for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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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kiela Kier

Education:Education:

Bachelor of Science in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igh School Diploma| St. Vincent Girl’s High School

Experience:Experience: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ist intern |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Chung-Ho Memorial Hospital

English Teacher | Vision Academy 

Graduate Stud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long-lived sentiments expressed by Harriet Tubman states that, “every great dream begins 
with a dreamer. Always remember you have within you the strength, the patience and the passion 
to reach for the stars to change the world.” As a young lady rising to maturity in a third world 
developing country, I have been guided by these words for years knowing that it is pertinent to 
set high goals for oneself. The possibilities offered by the field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are endless. The huge breadth of the field captivated my interest and having 
enrolled in the program thus allowed me to develop a special interest in research and disease 
diagnosis and consequently seeded a deep desire to become a surgical oncologist with focus in 
cancer research. 

  During my studies at th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it was made evident that the numerous 
benefits to be derived from this area of study cannot be over emphasized. The colossal strides in 
the world of medicine gives much hope to patients, families, parents, and the healthcare workers 
working tremendously. Pursuing a degree in this field aids to create an individual that responds to 
societal needs, providing solutions thus contributing to a better and healthier society. The creation 
of medical phenomena that detects and treat diseases, designing of complex computer models 
to develop the next generation of disease fighting drugs are just a small list of what the field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offers. Considering the medicinal breakthrough, I would like to be a 
part of this revolution. Nevertheless, amid all these astonishing accomplishments there are still 
existing challenges, however challenges should not evoke overwhelming emotions but should 
be perceived as a call to action, one that leads individuals to committing themselves to constant 



 - 81 - KMU MT 40th Anniversary

improvement. I have long envisioned a career 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therefore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 aspirations that I envisioned must be brought to fruition via affirmative substantial actions. 
In my quest to do just that, I am currently enrolled as a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the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Science with special focus in the areas of 
cancer biology, proteogenomic, drug development and resistance.

  As a former recipient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scholarship while enrolled at 
th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I was expected to maintain an exceptional average throughout 
my academic journey, a challenge which despite the demands I would have achieved. My journey 
at the academic institution has brought with it a multiplicity of benefits, long life friendships, 
upward career trajectory and a deeper appreciation for distinct cultures. Being immersed into a 
society where Mandarin is the predominant language, I was fortunate to have professors that were 
committed to executing my degree program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more so the ones that 
readily made themselves available when challenges arose thus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cohesive 
for learning.

  From a very tender age I pride myself in excell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love of learning 
which I have carried into my young adult life has contributed to a series of awards and merits 
during my duration at th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a few of which to note are the dean's 
list's award for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he outstanding lab technologist intern award awarded 
by the KMU Chung- Ho Memorial Hospital. Whilst it is important to strive for excellence 
through perseverance, we must also soak up the opportunities and activities an environment 
offers that fosters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overall wellbeing. Not only did the school open the 
windows to academic opportunities but the institution also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express and immerse themselves into the Chinese speaking society by hosting 
exchange host family programs, Mandarin speech competitions and rural community school 
outreach such activities has allowed me to experience way of life through the lens of those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As the institution’s motto emphasizes “enjoy learning first, research first, 
persever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encourage learning.”

  It has always been reiterated that education and knowledge open the gateway to all subsequent 
prosperity. Though it is true that education often leads to financial prosperity, people have a 
tendency of overlooking the fact that the greatest wealth one can acquire is health. A future in the 
career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does not merely elevate one’s life but also the lives of others. 
As profound individuals in the field of expertise I hope that we can use today’s prospect and 
transfigure it into an affluent experience for the future. As the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celebrates their 40th anniversary may the pioneers behind this 
department continue to thrive to be a cradle producing highly skilled medical professionals. To my 
fellow juniors the future is kindled by the actions made today, for every professional was once an 
amateur and every expert once a novice so dream big and star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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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育順	系友

系會經驗分享

高醫醫技第三十六、七屆系會長
（106&107 學年度）

　　如果問我們這屆系會有什麼不一

樣，那就是我們做了兩屆哈哈哈。

以醫技系來說，大二算是我們課業最

繁重的時候（光生化就夠多了），但

同時要擔任系會幹部，還要籌辦大大

小小的活動。最初交接的時候問學長

姐，為什麼是大二直接接手系會？很

多系是大二辦活動、大三當幹部，像

這樣了解整體運作後再當幹部不是也

比較好上手嗎？那時候得到的回覆是

歸因於傳統，雖然以前有人提過，但好像都沒有下文，於是我們也就擱置這

個話題了。但大二下我們面臨一些為難的狀況，而且下屆班級人口數大概是

醫技史上最少（印象中約 26 人），這個想法又再度浮上水面。在和各屆各種

討論後，最後我們「續約」了，此後就轉由大三掌權。因為也過很久了，講

起來好像有種雲淡風輕的感覺，但當初也是各屆很糾結的討論，當然也和自

己協調了好久。也因為這樣兩年的經驗，如果想問系會相關的問題，或許我

們這屆能提供真誠也真實的答案。

　　系會工作不難，就是繁瑣。經營過程可能會很挫敗，大二事情好多，要

花很多力氣 handle，大三遇到意見分歧也很為難，整套下來身心疲乏。加上

系上人少，常有重疊的責任，完全在訓練組織能力。因為是溝通的橋樑，在

學校單位、系上師長、學長姐弟妹之間周旋，需要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想，理

解不同的考量和顧慮，當然漸漸的思考也要更全面。雖然常常灰心，當意

識到身邊有一群人都在幫忙，願意一起努力，成就達成的滿足感也加倍！

（MT105 閃亮亮的每個人，再次感謝你們最大力的配合 ^O^）

　　也要提醒自己系會不是純粹的聯誼工具，能夠從中學習才有他的價值。

舉例來說：系會基本上是個小型社會，過程中遇到的人們包含團隊成員、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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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都有不同個性，就像在提前適應職場，即使對方很雷又擺爛，還是得想辦

法完成目標﹔即使你的發言沒有獲得回應，進度一樣要繼續；團隊裡意見相

左，需要接納不同聲音，可能互相妥協，只為了達到最好的成效。這也是在

了解自己，發現自己的長短處，擅長處理的工作、無法適應的狀況，每次下

的決定也是在訓練思考能力，仔細的考慮前因後果、吸收經驗，幫自己未來

做決定時能更能掌握取捨、更果斷。

　　經歷系會最大的收穫我想是親身體會「程序」為什麼存在。是不是有時

候在想組織章程綁手綁腳、各種會議好麻煩、評鑑到底給誰看？其實這就像

實驗室的 QA、QC，跟著 SOP，做事有底氣、不容易出錯，一時忘了初衷也

有跡可循；經過這樣麻煩的「程序」，我們也有能力 trouble-shooting。雖然

因為有一道道關卡，常常是漫長等待之後才會有結果，我們也只能在能力範

圍內盡量保持效率。最重要的是認清自己的角色，知道自己在這樣大結構下

的責任是什麼，才不會迷路甚至被誤導。

　　種種優點其實也並非系會專利，其他活動或社團可能也擁有類似的價值。

但最大的差別應該是系會主要以「傳承」為目的在進行，從學長姐那邊收穫

的能量，同樣也送給學弟妹，增進師長關係，除了是學習上的幫助也是未來

的指引。因為走在相同方向的道路上，我們能從前輩的經驗看到自己的可能

性。

　　寫到這邊才發現一千字也很難完整呈現系會的各種角度，每個人對一段

回憶的解讀偶有分歧，雖然我記憶力真的很差，但這是我的版本，希望多少

能給看到的朋友們一點支持。最後我想說，人們似乎普遍不清楚或沒注意過

第二個登月的人是誰，不過我的副會長是簡靖慈。我們當年一起完成了任務，

我們超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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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雨莘	系友

高醫醫技第三十八屆系會長
（108 學年度）

　　其實每次回想起當初為什麼要接系學會還是覺得蠻不可思議的，會想起

許多辛苦的回憶，但總覺得如果再回到過去，自己還是會做相同的決定。沒

辦法，如果你有參與過辦活動的經驗，抑或是單純和一群人努力完成某件事，

撇開辛苦的過程不談，那種「一起」的感覺真的是非常難忘，會有種很純粹

的熱湧上心頭，跟自己獨立完成一件事的成就感不太一樣，有時候在那個跟

同伴互相照應的當下，甚至不會感覺到累。這大概就是我的初衷，為什麼要

在課業轟炸的大二大三擔任活動的主辦者、甚至到系會長，為什麼每次被摧

殘後又會學不乖似地一頭栽進下一個忙碌的坑，都是因為對於團隊合作的期

待。

　　大學系學會跟一般興趣導向的社團不太一樣，在我們系上目前的方向是

行政為主，自治類型的組織看似內容有點繁瑣，但在真正接觸這個職位之後，

我有了不同的看法，發現其實除了基本待辦的事務之外，實際上我們擁有很

多彈性的空間可以自由規劃、思考能多做什麼讓系上更好，同時也會去審慎

評估決策帶來的風險跟適當性，開始擁有全新的思考角度。團體意識促使我

們從只考量個人到擴展至群體，過程裡好像出現了一扇門，容許我們提早練

　　首先要先感謝這份邀請，在歷任

已畢業的系會長之中，我還是最資

淺的，面對未來很生澀、距離幹部生

涯又有種似近似遠的感覺。大學生活

在求學過程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歷程，

相信在這四年裡，每個人的深刻程度

都不同，因為從此刻開始，我們能更

自由的嘗試挑戰，而那些特別的經歷

將會構築我們於這個階段成長後的樣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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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為成熟的大人，我覺得這就是學生自治團體的魅力。在各種意義上這也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加上本科系的性質關係，較少機會能讓我們接觸到

組織管理方面的經驗，但當未來步入社會之後這又是必然面臨的挑戰，學弟

妹不妨當做是長遠的準備體驗看看。

　　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可以走得很遠，我覺得這不單單是句老掉

牙的話而已。要如何和一群人前進也是一門學問，溝通和共事上的碰撞與練

習平衡，一直是促使我快速成長的寶貴經歷。如果情況允許，只要有想嘗試

的念頭，不論是不是會長的職位，我相信一定能在這段經歷中拾取不少對往

後人生的力量跟成熟的視野。如果是功成身退的校友，想對您說聲辛苦了，

希望我們都能秉持著當時的熱忱和信念，穿越風風雨雨、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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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會經驗分享

高醫醫技第三十九屆系會長
（109 學年度）

洪紹旂	前會長

　　你能做比你想像中更大的事，我

總是這樣的告訴自己。

　　學生自治是一種精神嚮往，有人

望之卻步，有人趨之若鶩，每年春

天，系會選舉總是如期而至，即將邁

入大三的我們，因為繁重的課業與升

學的考量，大多數人避之唯恐不及，

但每一年，總有人挺身而出扛起重

任，四十年前的醫技系如此，身為第

39 屆系會長的我也是如此，總有一群

人，緊握相同的意志，跨越四十年不

變，每當有人問我後悔嗎，我總能堅

定地回答，不。

　　回想當初接任，許多人總認為系學會是玩樂，不該在這人生重要的路口，

玩物喪志，或許某方面來說，的確是如此，有許多人在社團活動裡迷失，然

而學生自治確實是個崇高的理想，我們有我們想堅持的東西，也絕對能在其

中獲得點什麼，但我告訴自己，永遠記得我們的本業是學生，在兼顧課業與

實驗室的前提下，我也能在系會中發光。在相同的時間裡，做比別人多的事，

想必要失去點什麼，睡眠也好，自我也好，我們感受著勇往直前的孤獨，卻

忽略了自己所得到最珍貴的東西，悲喜自渡，當然，成長的果實也只有自己

能收穫。

　　幸運的是，我有一群出色的夥伴，在一開始猶豫要不要接任時，我還在

自我懷疑裡掙扎，想著是否我真的可以 ? 是否我也能像先前的 38 位一樣，傳

承系學會的火炬，但有這麼一群人推著我，對你無條件的信任與支持，讓我

堅定自己能帶領大家前進。我想領袖不需要是最強的那個，比我有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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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太多，只要有勇氣站出來，給予他們信念與方向，就能帶著一群比你厲

害的人向前，我想這就是領袖真正的價值吧。

　　我不知道將去何方，但我已在路上。

　　卸任之時，當我將自己名字加到歷任系會長名單中，看著下屆能完成得

更加從容，總有那麼一點欣慰，我想成長真正的意義，不是細數我們實質上

獲得了什麼，而是回首一望，你會深刻的知道，你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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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會經驗分享

高醫醫技第四十屆系會長
（110 學年度）

　　首先，非常感謝柯良胤主任極力

要推出醫技系 40 週年專刊，才有辦

法在這邊分享我的想法，也感謝在學

大學部的學長姐、學弟妹支持我擔任

系學會會長。在我大學三年級是醫技

系的 40 週年，而我剛剛好是第 40 屆

的系會長，先前系會長的才能都非常

優秀，心裡總是會有一個聲音「我真

的能做得好嗎？」，不停地在心裡冒

出來，覺得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對

自己也不太有自信，沒辦法做得像學

梅家斌	系會長

長這麼的好。心裡有著一顆小小的種子，才會想要選系會長，只要用心灌溉，

就能夠成長茁壯，最後選擇相信自己、放手去做。

　　自從 2021 年 6 月開始，才當了短短的三、四個月，好像沒有任何東西可

以和大家分享，跟之前不太相同的是，近幾年 Covid-19 的疫情，許多原先計

畫好的事情，有可能因疫情的波動，而須臨時作更改，像是新生入學事項，

原先決定實體辦理的家長座談會，後來因為疫情的不穩定，和主任、老師們

討論後決定改為線上舉辦，這考驗了我與系會幹部們的臨場反應，不僅要立

刻做出決定，也要考慮到這個決定的後果，而我也必須為這個決定負責，深

切的體會到系會長責任的重大。

　　接著是本學年度最大的活動——醫技系 40 週年系慶，專刊組、活動組、

網頁組，每個項目對我來說都是新的挑戰，當然，這些僅僅靠我一個人是無

法完成的，在我的背後有著一群優秀的幹部們幫助我、支持我，才有這本專

刊、這場活動、晚宴、全新介紹醫技系的影片，感謝主任、老師們教導我們，

不厭其煩地回答我們的問題並且給予幫助。在整個籌備過程中，會有犯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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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冒犯的地方，在此說聲抱歉，也感謝學長姐與老師對我們的包容與教導，

我想經過這次的經驗，我們一定會有所成長。

　　想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系會、課業和實驗室。時間管理一定是我最大

的考驗，系會有大大小小的活動要辦理、有行政上的事物，很多很多繁瑣的

事情，必須提升自己的效率，也當然是有品質提升，而不是一味的交差了事，

大學生活最重要的還是課業，不可以因系會而疏忽了課業，期許自己能夠兩

者兼得。

　　在一年後，回頭看這篇文章的時候，希望已經完成了當初的想法，好好

地把先前的優良傳統帶給下一屆，並且加入自己的獨特風格，讓未來的系學

會發展得更好。也希望一年後我會變得更有自信，懂得如何分配人力，將有

限的資源發揮到最大，成為一位能夠為自己負責任的人。

　　最後感謝第 40 屆的系會幹部們，願意和我一起奮鬥，一起闖出屬於我們

的一片天！





學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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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迎新茶會

　　學長姐們在開學前舉辦迎新茶會，讓學弟妹與學長姊、師長玩玩桌遊、

聊聊天，幫助學弟妹在開學前解除各種疑惑，也能藉此挖掘更多醫技系秘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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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直屬

這天會抽出大學生涯中，你的最強後盾、有困難時可以相互扶持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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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晚會

　　迎新晚會是我們展現熱情來歡迎學弟妹的活動，晚會中我們將準備許多

精彩的節目、有趣的表演，徹底打開學弟妹們的心房，也讓大學生活能夠有

美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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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宿營

　　為了讓學弟妹彼此可以互相認識，並增進學弟妹及學長姐的情感，每年

我們都會策劃宿營活動，希望藉此讓大一新生對高醫醫技系有更強烈的歸屬

感，亦可提升系上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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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回娘家

　　面對充實繁忙的大學生活，為了使醫技人可以及早開發與了解自己的未

來志向，我們將邀請業界導師與系上已畢業的學長姊們來為大家分享他們的

求學與職場經驗，希望藉由這樣的互動，讓大學部同學對於未來有更明確的

志向與目標，幫助大家在未來求學的日子中發揮無限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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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盃

　　讀書讀累了嗎 ? 每年 11 月的兄弟盃，我們都會和醫放系進行友誼賽，雖

然83年醫學技術學系分為兩個系，但是我們在體育上的交流還是很頻繁的喔!

透過球類比賽，我們的友誼一定能長長久久 !



 - 103 - KMU MT 40th Anniversary



 - 104 -高醫醫技 四十週年

授袍典禮

　　在大四學長姊邁入實習階段之前，我們將舉辦授袍典禮，活動中將由系

上老師為大四學長姊穿上實習袍，不僅祝福學長姊實習順利，也象徵學長姊

開始肩負更重要的使命，為系上第一個正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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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誕晚會

　　聖誕節前夕和同學以及學長姐們聯絡感情的大好機會，不僅有緊張刺激

的交換禮物，中間還有精彩的表演，今年四十週年還會跟公衛系一起舉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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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科大參訪

　　由柯良胤主任牽線的動物疫苗研究所參訪，是去年才舉辦的新活動，帶

同學們了解整個動物疫苗生產過程，感受其專業與嚴謹，探索未來多元之可

能。



 - 109 - KMU MT 40th Anniversary

全國醫技盃

　　全國醫技盃活動中，全臺灣喜愛運動的醫技系同學齊聚一堂，透過體育

交流感情，同時可以認識未來可能在職場一起合作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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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烤

　　為了聯絡同學間的感情，讓參加成員一起烤肉，還有有趣的活動讓大家

參與，也讓各年級間更加熟悉。



 - 111 - KMU MT 40th Anniversary



 - 112 -高醫醫技 四十週年

系 K

　　為了促進系上成員的感情，而安排的歌唱活動，可以獨唱，可以對唱，

也可以合唱；不拘年齡，不拘性別，更重要的是，不拘技巧……只要想分享

自己的歌喉，或是想搞笑帶給大家歡樂的，系 K就是最棒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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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餐會

　　為祝福及勉勵大四畢業學長姊而舉辦的年度盛事，家長、各年級學長姊、

校友及師長們共襄盛舉，大家一起分享大四學長姊畢業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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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技週

　　醫技週是專屬於醫技系的活動週，我們將在學校擺攤、販賣一系列醫技

特色產品。過程中，不僅能為系會帶來利潤，更能從中增進系上彼此之間的

感情。





時光迴廊



 - 120 -高醫醫技 四十週年

歷屆畢業照 (9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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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2018	T70	洪文俊榮任副校長	蒞系合影

2017	蔡麗玉教授	退休宴

2018	日本外賓參觀

2018 系友會

2017	外籍班聖誕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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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校友會

2018	T78 聚會

2018 曾老師，柯老師升等及迎新

王述綺老師

2021	胡淑惠老師退休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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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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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週年紀念品

設計理念
　　今年是高雄醫學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成立第40週年，取其簡稱「醫

技」為代表，以此作為標題延伸，在「技」字中融合 40 週年「4」的字樣，

其中「0」的字樣上增添雙眼的圖像，期許我們在立足杏林的同時，也能放眼

世界、不斷進步，標題的雲朵背景亦有期許我們能有凌雲壯志之意。在圖像

的設計上，以醫檢師為基礎，除了身穿醫檢師袍，在其髮型上也藏有一處小

巧思，仔細觀察即可發現兩位的髮型中均有「MT」字樣，雙重代表其醫檢師

的身分。

設計者：MT108 郭郁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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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後記

　　欣逢高醫醫技系成立四十週年，感謝系友們共襄盛舉來成就這份刊物。

經歷了四十年的歲月，是系友們共同的回憶和經驗的傳承，高醫醫技系的系

友，在各地開枝散葉，各有所成，因此要與眾多的系友取得聯繫實屬不易，

唯恐無法完整呈現所有系友的寶貴經驗，因此，藉由系慶特刊讓大家了解學

系歷史的脈絡和醫技人的傳承與精神，以紀念學系歷史性的一刻 !	

　　藉由四十週年系慶活動，主任、系上老師及系學會的同學們合力籌畫系

列活動與紀念特刊，除了努力聯繫系友、邀請稿件、系友演講，以及系刊資

料整理與編排，歷年照片的收集，系慶紀念品的規劃與設計等，也由衷感謝

系友們不吝賜予稿件和祝福，以及熱情提供四十週年紀念刊物的出版及晚宴

等贊助，給予我們莫大的鼓勵。更期待參與系慶活動及晚宴的系友能夠共聚

一堂，讓我們和高醫歷屆的系友們，一起延續高醫醫技系的光榮傳承 !

　　當編輯工作進入尾聲，對此專刊的出版，衷心感謝多位長官及貴賓的祝

福與專文，還有許多師長及系友的撰文賜稿，更謝謝整個編輯團隊的辛苦付

出，讓四十週年系刊更顯豐富。

　　專刊終於要付梓了 ! 在此表達對所有畢業系友的感謝，系友的回饋與鼓

勵，將是學系持續進步與成長的動力，全體師生必將持續努力、深化實力以

作育賢才。也期許下一個系慶，醫技系這個大家庭能持續與大家一起成長、

茁壯，迎向未來，創造更嶄新的榮景 !

　

編輯顧問／林怡伶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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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醫醫技 40 年了～

　　時光推移，1996 的夏，當時還未升格大學的高雄醫學院，那時還未分家

的醫事技術學系，彼時一群熱情洋溢的年輕靈魂。

　　校園很空，只有古樸的舊三棟，元老級的濟世、勵學大樓，跟黃澄澄的

阿勃勒；但人很瘋，青春揮灑在各個角落，如此快樂喧囂而無所畏懼。大一

25 台機車雙載一起殺到墾丁班遊、大四實習下班又一起衝到龍磐迎接千禧年

第一道曙光，記憶太鮮明，連有人累到無法從墾丁騎回來嚷嚷要在半路隨便

找間旅館睡了，都歷歷在目。除了課堂上的昏昏欲睡，跑台時的蟲卵照片，

對大學的記憶，大抵都在球場上，還有吉林街的哩哩摳摳與水餃仁。

　　初進高醫是 T85，重回母系任教已是 MT100。15 年，有許多人事物的遞

嬗更迭，連系名都不復往日；但不變的是人與人的情感與連結。欣逢高醫醫

技 40 週年，從紀念系刊的發想邀稿、系慶活動的構思規劃；在一次次的聯繫

討論、一封封的 email 往返中，展現了新生代系學會學生們的執行力、畢業系

友的支持力，以及高醫醫技人的向心力。傑出的系友太多，無法一一邀請分

享不免有些遺憾；但四面八方的回饋很溫暖，點點滴滴都深深感謝。在校時

的美好，讓畢業多年的系友們心繫；當年成長的淬煉，茁壯了許多樹苗，進

而開枝散葉。誠如紀念系刊封面參天的樹群，我們從這塊滋養的土地發芽，

在無垠的天空拔高。40 載的傳承與提攜，讓高醫醫技歷久而彌新，代有才人

出。

編輯顧問／蔡婉琪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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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技系轉眼已成立 40 週年，歷年來，許多傑出的學長姐在業界扎根、教

育界深耕，抑或是在各大醫療院所奉獻自己造福民眾，身為後輩的我們，能

夠參與 40 週年慶，並且邀請學長姐分享，著實是我們的榮幸。一個多月內，

我們聯繫數十位在臺灣各地，甚至在國外工作的優秀系友，縱使學長姐們分

散各地，邀稿時，仍能感受到無比的親切；收集活動照片時，一翻開泛黃的

舊相簿，我們坐著時光機，飛進歷史的隧道，20 年系慶大典或是畢業餐會，

彷彿我們就在臺下，一同分享喜悅；編輯刊物的過程，更是我們從未接觸過

的挑戰，不過在老師的指導及編輯組同學合作之下，終於順利成刊 !

特別感謝
　　系刊能夠完成，首先感謝傑出系友們所提供的稿件，您們的回饋為系刊

增添不少風采 ! 然而我們仍有一些遺珠之憾，因為沒有和一些傑出系友連絡

上，不過仍然感謝這些在各領域有卓越表現的學長姐。聯絡過程和活動照片

則要非常感謝系辦行政人員－鐘靜娟 ( 鐘姐 )，對於系友的優異事蹟和成就都

瞭若指掌，為我們提供偌大的協助，還有多次開會，給予系刊編輯許多建議

的主任及老師們。最後是編輯組的夥伴們，陳可容、蘇玟秀同學從頭學習軟

體操作，美編排版工作「兩手包辦」，梅家斌會長擔任系刊小組對廠商及師

長的聯絡橋樑，每一位成員都是無可取代重要的一份子。

封面設計理念
　　對於「技高醫籌」四字，我的創作想法是醫技系系友們在職場上如成語

的原意一般「技高一籌」，同時「技」還能雙關醫技系的「技」；其中第二

和第三個字還能說明我們都曾在高醫留下求學時最珍貴的回憶。

　　封面圖片是我在阿里山森林遊樂區遊憩時所攝影。所謂「一年之計，莫

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培育人才不易，40 年

來醫技系人才輩出，多虧學長姐為我們指引前方道路，並且樹立典範，期盼

未來我們也能茁壯為參天巨木。另外，封面光影透進樹林之處，其輪廓為一

顆愛心，象徵醫技人團結一心，無論在哪個工作崗位，都為社會福祉而付出

全力，並以醫技系為榮。

總編輯的話
撰文／執行秘書　陳祺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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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陳可容	蘇玟秀

						梅家斌	陳祺聖

發行理念
　　發行 40 週年紀念刊物，除了讓系友們藉由照片回憶過往的時光，更重要

的是學長姐提供的寶貴建議，能讓對未來仍感到迷惘的大學部同學，閱讀後

即吸收數十年的經驗，並且反思自己的特質，覓得職涯方向，而不至於逡巡

不前。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們將可以看得更高、望得更遠 !



 

確實可行的

解决方案

快速靈活

簡便易用

輕鬆實現

自動化

Waters、The Science of What’s Possible和Andrew Alliance是Waters公司的商標。 

其他所有商標均歸各自的擁有者所有。

美商沃特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90號11樓之2

電話：02 -2508-5500
維修專線：0800-333-168

www.waters.com

移液機器人

智慧雲端實驗室

協助LC和LC-MS工作流程自動化
Andrew+是一款可執行高再現性移液操作的智能機器人，有助於科學

家開發出可再現、可追溯且易於實施的樣品製備方案。配合OneLab雲

端軟體使用時，可透過連線快速的安裝擴增實驗室生態系統的設備和

配件，讓科學家們直觀地設計、可再現地執行及有效地追踪實驗流程。

易用性

再現性和準確度

可追溯性

waters.com/automate



MALDI*成像
■■ 優異的空間解析度

■■ 適用於各種應用

■■ 完善的MS成像方法

HDI成像軟體
■■ 直覺的整合式軟體套組，涵蓋完整的MS成像工作流程

■■ 可有效利用質譜和離子遷移數據

■■ 光學影像疊圖合併了分子與形態資訊

全譜分子成像
■■ 可利用同一系統發現、鑑別並測量各式各樣的分子

標靶

■■ 相比任何個別成像技術，可獲得更全面、詳細的資訊

■■ 從最少量的樣品中擷取最大量的資訊

■■ 明確客觀地解釋分子分佈資訊

■■ 極佳彈性，適合不同的優先順序與未來需求

■■ 單一供應商即可為整套系統提供支援

DESI‡成像
■■ 大幅減少樣品前處理操作

■■ 非常適用於脂質與小分子

影像

■■ 允許對同一樣品進行多次成

像實驗

SYNAPT XS HDMS†

■■ 獨特結合離子遷移分離

技術和SONAR以提高
選擇性

■■ 經驗證的穩定性和可

靠性

■■ 針對低分子量化合物分

析發揮優異效能

■■ 低能量碰撞誘發解離

(CID)提供的高效裂解

■■ 效能不受樣品表面型態

變化的影響

質譜成像系統

MALDI：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
‡ DESI：脫附電噴灑游離。  
† Xevo™ G2-XS QTof和SELECT SERIES™ Cyclic™ IMS也支援DESI。

將各種強大成像技術

整合到單一系統解決方案

www.waters.com/MSimaging美商沃特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90號11F之2 
電話：02-2508-5500   傳真：02-2501-9228 
www.waters.com Waters、The Science of What's Possible、SYNAPT、Xevo、SELECT SERIES、Cyclic及HDI是Waters 

Corporation的商標。所有其他商標皆為其個別擁有者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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