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107年度本校教師「大學社會責任」實踐量能 

本校教師多年研究，建立多組在地老齡、藥食安及環境風險重要數據，有利在

地問題盤點       

更新至2018-5-29 

國民健康無疑是國家發展的基礎，本校對於長期照護、偏鄉弱勢醫療、社區

醫療、食藥安全、環境與職業安全各面向已投注相當心力，並有許多具體成果，

教學與研究量能亦相當優秀。對於在地環境、居民健康與醫療狀況、以及對於醫

療相關產業提供產學合作與服務，乃至帶領學生執行與醫療相關的在地關懷行動

與研究等，均有非常豐富的執行經驗與成果。就過往的具體成效而言： 

1. 本校附設醫院多年深耕地方醫療照護服務，結合尖端醫療服務量能以及以病人

為中心的照護模式，並提供國家重大疫疾與自然災害完整醫療防護網。院內各

級醫療人員更於忙碌的醫療生涯外自發組成企業志工隊成立，志工隊員逾200

名，以「環境保護組」、「教育深耕組」及「社會關懷組」持續推動醫療志工關

懷行動。不僅於2004-2014年間多次榮獲國家生技醫療獎，亦分別於榮獲2012

遠見傑出服務獎醫療院所類第一名，以及2016年度CSR企業社會責任獎以及公

益推動楷模獎榮譽。 

2. 在社區醫療關懷部分，本校家庭醫學科主任劉秋松教授與本校副校長林正介教

授的研究團隊，建置三個持續追蹤的社區世代，並發表超過50篇SCI級期刊論文。

劉秋松主任研究團隊亦共同指導中區的社區醫療群（有21群，共有167家診所，

200位醫師，照顧12萬餘的會員），是全國規模最大的社區醫療群。透過整合性

醫療資訊及健康管理平台，提供參與社區醫療群的基層診所醫師及民眾會員24

小時全天候的持續性照護服務，幾年來評比多項品質及效率指標皆獲優異成績。

此外，也參與照護偏遠地區民眾(南投縣信義鄉)的醫療方案長達二十年，從協

助設置門診開始，延伸醫療服務至預防保健服務，且培訓當地居民成立保健志

工隊。 

3. 在長照領域，醫療照護為本校教研的優勢領域，附設醫學也設有長照護理科與

護理之家，學校亦設立長照學分學程，這些均有利於學生研習觀摩。 

4. 本校中醫學院張恒鴻院長則致力於多項全國性重要的計畫，包括：改善中醫臨

床訓練環境計畫--建構中醫日間照護模式計畫；全國中藥不良反應通報系統整



合及通報教育訓練；台灣民眾之中醫體質驗證型研究與慢性病之中醫診治，以

及擴充建置本土中西藥交互作用資料庫暨資訊平台等。 

5. 在環境安全層面，本校公共衛生學院風管系許惠悰主任結合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的執行團隊，過去10年持續執行「中科后里園區附近居民敦親睦鄰健康照

護與流行病學調查」計畫，已經累積了豐富的執行經驗，並且建立在地居民10

年間健康的相關資訊、生活習性變化資訊、飲食習慣等數據資料。另亦與本校

多個院所合作，完成空氣污染之全國青少年呼吸系統健康檢查及台灣全國細懸

浮微粒法規值制訂評估整體調查。 

6. 在職業安全部分，本校公衛學院副院長，也是職安系主任的張大元教授則長期

研究中科勞工在相關噪音與健康之間的關聯性研究，亦對一中商圈之噪音與細

懸浮微粒做出針貶。 

7. 在國人普遍重視的食品安全部分，本校創新育成中心主任，也是營養系副教授

楊惠婷博士，受科技部補助在地創新計畫，連續四年執行「個人化營養評估與

監測系統」(102-105年度)，另於105年度亦主持學生參與之在地關懷計畫：「台

中市食安青年軍」，以青年駐守各社區食藥機構實習模式，持續收集大台中地區

北區、南區、北屯區、南屯區以及龍井區與沙鹿區等區域民眾基本健康及用藥、

保健食品及食品使用資訊，完善中部地區在地藥食安全諮詢網路資源及大數據

中心之建立。 

8. 在用藥安全部分，本校藥學院副院長林香汶教授長期關注於本土中西藥交互作

用資料庫及資訊平台的建置，為國人的用藥安全嚴格把關。 

9. 本校成癮研究團隊亦獲得國家型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價創計畫補助，在科技

部、教育部、經濟部與衛生福利部指導下提供產業創新並解決成癮病患所帶來

醫療與社會問題。 

10. 在疾病防治部分，本校附設醫院感染科主任暨醫學系教授黃高彬主任長期從事

感染症的專長訓練和研究。對於於醫院感染管制工作、登革熱，以及SARS期間

防疫指揮等，建立重要的標準作業流程，為疾病防疫提供相當的貢獻。 

11. 至於由學生社團所組成之醫療服務隊，每年亦辦理超過80場次之在地醫療關懷

服務活動，長期關懷南投縣仁愛鄉、信義鄉、台中市和平區、雲林縣北港鎮、



臺東縣蘭嶼鄉等偏鄉醫療資源不足議題，亦可謂本校熱愛鄉土關懷地方的重要

青年軍。 

 

 

以下為本校教師在「大學社會責任」層面之研究： 

（教師研究資料眾多，本資料主要針對教師關於「善盡社會責任」主題之相關研究做呈現）： 

教  師 在相關「善盡大學社會責任」部分研究量能 

本校護理學系 

 

曾雅玲教授 

健康照護學院 

護理學系 副教授 

健康照護學院副院長 

1. 個別型，科技部，提昇護理學系師生實習性騷擾防治知能：數位學習平台之建置及

其成效評量，$836000，2017.8.1 ~ 2018.7.31 

2. 產學合作，上銀，護理之家住民使用渦流功能洗澡機之睡眠品質的效果探討，

$1700000，2016.12.1 ~ 2017.11.30 

3. 產學合作，鉌亞大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長期照護機構護理主管培訓流程建置輔導計

劃，$216056，2016.10.5 ~ 2016.12.31 

4. 個別型，初步建構國際化電子中醫醫療照護模式: 標準化中醫護理語言穴道指壓運

用於產科為例，$200000，2016.10.27 ~ 2017.7.31 

5. 學生參與計畫，建置以臨床實境為導向，適用於護理實習生之性騷擾防治數位學習

平台，$35000，2016.8.1 ~ 2017.2.28 

6. 個別型，國科會，應用翻轉教室模式於提昇剖腹產產婦持續性母乳哺育之成效，

$100000，2015.8.1 ~ 2016.7.31 

7. 個別型，國科會，女性憂鬱變化軌跡：由發展－生態觀點（GM03），$1515000，2012.8.1 

~ 2014.7.31 

共 33 項相關研究 

本校公共衛生學系老

化醫學學程博士班 

 

林正介教授/本校副校

長 

醫學院醫學系學士班

家庭醫學科 教授 

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

學會理事長 

1. 個別型，衛生署，「高齡友善環境監測(104-107年)」-107年度後續擴充，

$3450000，2018.1.19 ~ 2018.12.31 

2. 個別型，衛生署，研擬高齡飲食營養健康促進方案(105-107年)，$2105031，

2016.4.27 ~ 2017.4.26 

3. 個別型，國科會，社區、社會、組織與健康：以社區醫療群為例探討民眾健康及

其相關影響因素，$1063000，2013.8.1 ~ 2014.7.31 

4. 個別型，衛生署，100 年度｢醫院試辦老人自殺防治品質促進計畫」，$2000000，

2011.12.29 ~ 2012.12.29 

5. 個別型，戒菸班暨戒菸教育課程計畫，$930000，2011.5.12 ~ 2012.3.31 

6. 個別型，國衛院，社區衰弱老人之流行病學調查及介入治療計畫之有效性評估，

$2697000，2011.1.1 ~ 2011.12.31 

7. 個別型，本校(含附醫)，台中市北區老人之社區追蹤性調查，$300000，2010.8.1 

~ 2011.7.31 

8. 個別型，附醫院內計畫，社區老人的上下肢肌力調查並探討不同衰弱程度老人的

肌力差異，$300000，2010.8.1 ~ 2011.7.31 

9. 個別型，國科會，「台中健康調查研究」之第一波前瞻性追蹤-代謝症候群發生

率之估算與其影響因素之探討，$1150000，2008.8.1 ~ 2009.7.31 

10. 國家型，衛生署，97年度中區醫療區域輔導暨醫療資源整合計畫，$940000，

2008.1.1 ~ 2008.12.31 

11. 個別型，衛生署，95年度台中市北區菁英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健康生活方案」計

畫，$140000，2006.1.1 ~ 2006.12.31 

共參與或主持 162項研究計畫 



 

本校公共衛生學系老

化醫學學程博士班 

 

李采娟教授 

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

生學系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

院中國醫學研究所 教

授 

 

1. 個別型，衛生署，「高齡友善環境監測(104-107年)」-107 年後續擴充，$3450000，

2018.1.19 ~ 2018.12.31 

2. 個別型，附醫院內計畫，社區高齡者睡眠問題對於骨骼肌肉質量、身體活動功能

與住院、死亡率之相關性探討：五年追蹤性世代研究，$300000，2017.8.1 ~ 2018.7.31 

3. 學生參與計畫，國科會，社區老人類胰島素生長因子－１作用機轉路徑之基因多

型性與四肢肌肉質量間的相關性，$48000，2016.7.1 ~ 2017.2.28 

4. 個別型，衛生署，研擬高齡飲食營養健康促進方案(105-107年)，$2105031，

2016.4.27 ~ 2017.4.26 

5. 個別型，國科會，建構幼童意外事故傷害緊急處理之課程，$853000，2013.8.1 ~ 

2014.7.31 

6. 個別型，國科會，針灸合併美沙冬替代療法對海洛因成癮者之臨床效益評估，

$1000000，2012.8.1 ~ 2013.7.31 

7. 個別型，附醫院內計畫，社區老人的肌少症盛行率調查，$300000，2011.8.1 ~ 

2012.7.31 

8. 個別型，衛生署，山地離島及原住民地區醫療資源促進方案之模式建立與評估

(I)，$1237000，2004.1.1 ~ 2004.12.31 

  共參與或主持 97 項研究計畫 

本校中醫學院 

 

張恒鴻院長 

中醫學院學士後中醫

學系學士班中醫診斷

學科 教授 

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

院中醫部主任 

1. 個別型，衛生署，「輔導中醫臨床技能評估模式及臨床教學實務訓練計畫」，107

年度後續擴充，$1300000，2018.1.25 ~ 2018.12.15 

2. 衛生署，擴充建置本土中西藥交互作用資料庫暨資訊平台，$1805000，2017.1.1 

~ 2017.12.15 

3. 國家型，衛生署，「精進臨床試驗能量及國際躍升計畫」，$29257000，2018.1.1 

~ 2018.12.31 

4. 個別型，國科會，傳統中藥對於治療鼻咽癌的免疫反應及分子機制，$1000000，

2016.8.1 ~ 2017.7.31 

5. 個別型，衛生署，台灣民眾之中醫體質驗證型研究與慢性病之中醫診治，

$690000，2016.7.14 ~ 2017.7.13 

6. 整合型項下子計畫(主持人)，衛生署，擴充建置本土中西藥交互作用資料庫暨資

訊平台，$1805000，2017.1.1 ~ 2017.12.15 

7. 個別型，衛生署，105 年度「建置中醫臨床技能測驗中心計畫」，$1132500，

2016.2.29 ~ 2016.12.15 

8. 個別型，衛生署，104 年度「改善中醫臨床訓練環境計畫」案，分項計畫 3：建

構中醫日間照護模式計畫，$930000，2015.2.6 ~ 2015.12.15 

9. 個別型，衛生署，全國中藥不良反應通報系統整合及通報教育訓練，$3000000，

2015.2.16 ~ 2015.12.31 

10. 個別型，國科會，中藥複方 SS-1 對乾燥症之隨機雙盲臨床試驗及其作用機轉之

研究(1/2)，$1506697，2014.2.1 ~ 2015.1.31 

11. 國家型，國科會，中藥複方 SS-1 對乾燥症之隨機雙盲臨床試驗及其作用機轉之

研究(1/2)，$1625082，2014.2.1 ~ 2015.1.30 

共 29 項職安環安研究計畫 

本校公共衛生學院 健

康風險管理學系 

 

許惠悰教授 

1. 整合型項下子計畫(主持人)，國衛院，環境粒狀物暴露及風險評估技術之驗證與健

康危害防制策略之擬定，$3500000，2016.1.1 ~ 2016.12.31 

2. 個別型，國科會，丙烯醯胺在薯條、炸油、及空氣三相的生成與濃度分布-速食店油

炸環境的職業性暴露研究，$690000，2015.8.1 ~ 2016.7.31 

3. 學生參與計畫，國科會，探討魚眼中汞濃度的累積與水質長期監測的應用－以斑馬

魚為例，$48000，2015.7.1 ~ 2016.2.28 

4. 產學合作，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七星園區二階環評範疇界定補充調查



及評估作業-健康風險評估工作，$2700000，2015.5.13 ~ 2017.2.13 

5. 個別型，國衛院，環境粒狀物暴露及風險評估技術之驗證與健康危害防治策略之擬

定，$3500000，2015.1.1 ~ 2015.12.31 

6. 產學合作，大寧股份有限公司，大寧掩埋場鄰近區域居民健康風險評估計畫，

$4752000，2014.12.1 ~ 2016.11.30 

7. 產學合作，台灣中油煉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大林煉油廠健康風險評估工作，

$28885714，2014.2.18 ~ 2016.2.17 

共 41 項環安研究計畫 

本校公共衛生學院職

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張大元教授 

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 

公共衛生學院職業安

全與衛生學系系主任 

環安室環安室主任 

 

 

 

 

1. 國家型，勞委會，107年中區勞工健康服務專案輔導計畫，$13200000，2018.1.1 ~ 

2018.12.31 

2. 個別型，附醫院內計畫，衍生與驗證台灣社區中老年之十年全死因及心血管死亡預

測模型，$300000，2017.8.1 ~ 2018.7.31 

3. 個別型，國科會，職業噪音暴露、唾液皮質醇與心血管疾病發生率:前瞻性世代研究，

$1033000，2016.8.1 ~ 2017.7.31 

4. 學生參與計畫，國科會，一中商圈噪音和懸浮微粒暴露之時空分佈，$48000，2016.7.1 

~ 2017.2.28 

5. 個別型，國科會，職業噪音暴露、唾液皮質醇與心血管疾病發生率:前瞻性世代研究，

$1300000，2015.8.1 ~ 2016.7.31 

6. 學生參與計畫，噪音與有機溶劑共同暴露對加油站作業員心跳速率及血壓的急性影

響，$35000，2012.8.1 ~ 2013.2.28 

7. 個別型，國科會，機械設備製造業勞工的噪音及懸浮微粒暴露與高血壓之風險，

$1092000，2011.8.1 ~ 2013.7.31 

共 29 項職安環安研究計畫 

本校公共衛生學院職

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陳振菶 副教授 

1. 學生參與計畫，國科會，建立可運用於化學品分級管理健康危害分類之呼吸半致死

濃度量化結構−活性關係預測模式，$48000，2017.7.1 ~ 2018.2.28 

2. 學生參與計畫，國科會，建立適用於全球化學品標示與分類調和制度危害分級管理

之工業化學毒物皮膚半致死劑量量化結構─活性關係預測模式，$35000，2014.8.1 

~ 2015.2.28 

3. 個別型，國科會，基於人體熱感知與調適策略建構前瞻型都市與建築綠色環境－日

光輻射熱暴露之生理負荷與熱調節回饋及其對防曬機制使用之影響，$619000，

2012.8.1 ~ 2013.7.31 

4. 整合型(召集人、總主持人) ，國科會，由綠建築邁向生態城市－以健康舒適及節

能減熱觀點營造適應氣候之都市環境-總計畫，$159000，2011.8.1 ~ 2012.7.31 

5. 整合型項下子計畫(主持人)，國科會，由綠建築邁向生態城市－以健康舒適及節能

減熱觀點營造適應氣候之都市環境-子計畫二：日光紫外線因應防護措施效能及其

使用對健康與熱舒適影響評估，$400000，2011.8.1 ~ 2012.7.31 

6. 整合型(召集人、總主持人)，國科會，由綠建築邁向生態城市－以健康舒適及節能

減熱觀點營造適應氣候之都市環境-總計畫，$119000，2010.8.1 ~ 2011.7.31 

7. 整合型項下子計畫(主持人)，國科會，由綠建築邁向生態城市－以健康舒適及節能

減熱觀點營造適應氣候之都市環境-子計畫二：日光紫外線因應防護措施效能及其

使用對健康與熱舒適影響評估，$450000，2010.8.1 ~ 2011.7.31 

8. 整合型(召集人、總主持人)，國科會，由綠建築邁向生態城市—以健康舒適及節能

減熱觀點營造適應氣候之都市環境-總計畫：由綠建築邁向生態城市—以健康舒適

及節能減熱觀點營造適應氣候之都市環境，$239000，2009.8.1 ~ 2010.7.31 

9. 整合型項下子計畫(主持人)，國科會，由綠建築邁向生態城市—以健康舒適及節能

減熱觀點營造適應氣候之都市環境-子計畫二：日光紫外線曝曬健康危害辨識與因

應防護措施效能評估，$400000，2009.8.1 ~ 2010.7.31 

共 45 項職安環安研究計畫 



本校公共衛生學院健

康風險管理學系  

江舟峰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

生學院環境醫學研究

所 教授 

1. 個別型，衛生署，106年度「國人飲食中攝入金屬類污染物之調查與檢驗分析」，

$4320000，2017.2.7 ~ 2017.12.31 

2. 個別型，衛生署，國人飲食中攝入動物用藥之總膳食調查與健康風險評估，

$5000000，2016.1.1 ~ 2016.12.31 

3. 個別型，衛生署，2013 年農藥殘留總膳食調查及風險評估與 TDS 基礎食品樣本庫

之建立，子計畫三：我國 TDS 食品樣本中多重農藥殘留化學分析，$1790124，

2013.1.1 ~ 2013.12.31 

4. 個別型，臺中市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健康風險評估計畫，$5142857，2011.6.24 ~ 

2011.12.15 

5. 個別型，國科會，中部地區火力發電廠周邊土壤重金屬污染調查與風險評估，

$841000，2008.8.1 ~ 2009.7.31 

6. 個別型，本校(含附醫)，中台灣民眾自來水揮發性有機物(VOCS)多重路徑暴露之健

康風險評估，$280000，2007.8.1 ~ 2008.7.31 

7. 學生參與計畫，國科會，中部地區醫療風險管理制度之實證研究，$47000，2007.7.1 

~ 2008.2.29 

8. 個別型，衛生署，「樂居山城」苗栗縣健康城巿推動計畫，$2746000，2007.1.1 ~ 

2007.12.31 

9. 整合型(召集人、總主持人)，國科會，中部地區民眾淋浴健康風險評估與不確定性

分析，$47000，2006.7.1 ~ 2007.2.28 

10. 整合型(召集人、總主持人)，國科會，中部科學園區半導體及光電產業無機酸與懸

浮微粒環境監測及長期變化趨勢之研究，$900000，2005.1.1 ~ 2005.12.31 

11. 個別型，朝陽科技大學發展重點專案，廢水處理系統穩定監控與再利用研究，

$1380000，2001.8.1 ~ 2002.7.31 

12. 整合型(召集人、總主持人)，環保署，規劃建立生活污水處理設施管理制度工作計

畫，$740000，2001.8.1 ~ 2002.2.28 

13. 個別型，台中市環保局，廢容器及電池回收清除處理費率及補貼費相關公式之檢討

與建議，$575000，1999.11.1 ~ 2000.11.31 

個別型，農委會/中華環資協會，台灣地區禽畜水產廢棄物總量調查與現行處理能

力評估，$1485000，1998.1.1 ~ 1999.1.31 

共參與或主持 97項研究計畫 

營養學系／公衛系／

推廣教育中心 

 

執行人：楊惠婷副教授 

1.個別型，國科會，建構台灣本土體重控制的行動應用程式並應用於肥胖病人身上-2，

$1150000，2017.8.1 ~ 2018.7.31 

2.產學合作，長期照護機構護理主管培訓流程建置輔導計劃，$216056，2016.10.5 ~ 

2016.12.31 

3.個別型，MOST建構台灣本土體重控制的行動應用程式並應用於肥胖病人身上 

4.學生參與計畫，「台中市食安青年軍計畫」-項次五(龍井區)，$90000，2016.5.24 ~ 

2016.10.31 其他分別有：南屯區、北屯區、南區、北區、沙鹿市區等等共六個項次

研究。 

共參與或主持 102項研究計畫 

藥學系/營養系 

 

執行人：林香汶副院長

/楊惠婷副教授 

 

1. 整合型項下子計畫(主持人)，衛生署，擴充建置本土中西藥交互作用資料庫暨資訊

平台，$1805000，2017.1.1 ~ 2017.12.15 

2. 個別型，國衛院，老年人睡眠障礙使用安眠藥品之風險與效益評估，$1348000，

2017.1.1 ~ 2017.12.31 

3. 個別型，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健康量表 EQ-50-5L 之台灣估值研究，$139000，

2016.8.15 ~ 2017.6.30 

4. 個別型，歐洲健康生活品質學會(EuroQol Research Foundation)，健康量表 EQ-50-5L

之台灣估值產學合作研究，$526749，2016.7.1 ~ 2017.6.30 

5. 整合型項下子計畫(主持人)，衛生署，擴充建置本土中西藥交互作用資料庫暨資訊



平台，$1700000，2016.3.10 ~ 2016.12.31 

共參與或主持 43項研究計畫 

本校營養系 

 

黃惠煐教授 

 

營養學系副教授兼系

主任 

1. 個別型，衛生署，106年度「國家攝食資料庫之分類系統更新與發展研究」，

$912000，2017.1.1 ~ 2017.12.31 

2. 個別型，衛生署，研擬高齡飲食營養健康促進方案(105-107年)，$2105031，

2016.4.27 ~ 2017.4.26 

3. 個別型，衛生署，國家食物分類暨描述系統之建立及國家攝食資料庫之維護運用，

$876000，2016.1.1 ~ 2016.12.31 

4. 國家型，衛生署，國家攝食資料庫之維護擴充及推廣運用，$1270000，2015.1.1 ~ 

2015.12.31 

5. 個別型，103 年致胖環境評估分析成果報告，$30000，2014.7.18 ~ 2014.10.31 

6. 個別型，衛生署，103年度「國家攝食資料庫維護及風險評估資訊提供與諮詢」，

$841000，2014.1.3 ~ 2014.12.31 (102 年度，700000) 

7. 整合型項下子計畫(主持人)，2012 年農藥殘留總膳食調查及風險評估，子計畫 2：

TDS 食品樣本庫之建立，$2598617，2012.3.21 ~ 2012.12.31 

8. 整合型項下子計畫(主持人)，衛生署，國人攝食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安全風險評估模

式之應用--子計畫二，$7803384，2011.3.15 ~ 2011.12.31 

9. 整合型(召集人、總主持人)，衛生署，國人攝食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安全風險評估模

式之應用--子計畫一，$1678775，2011.3.15 ~ 2011.12.31 

10. 個別型，促進長者健康社區計畫，$90000，2010.9.15 ~ 2010.11.30 

11. 整合型項下子計畫(主持人)，衛生署，國人攝食食品添加物健康風險評估模式之建

立-子計畫二我國 TDS之食品中防腐劑濃度分析與整編，$3364360，2010.6.15 ~ 

2010.12.30 

12. 個別型，台中市衛生局 99年度臺中市社區血壓站設置計畫，$13500，2010.4.23 ~ 

2010.11.15 

13. 個別型，衛生署，99年度「多運動、健康吃」社區樂活計畫，$3000000，2010.1.1 

~ 2010.12.31 

14. 個別型， 98 年度國民飲食營養改善教育-大學生飲食營養體位改善之先驅研究，

$2200000，2009.9.4 ~ 2010.9.3 

15. 個別型，台中市衛生局，98年度社區老人健康促進計畫，$25000，2009.5.1 ~ 

2009.11.15 

16. 個別型，台中市衛生局，98年度台中巿衛生局保健計畫疾病防治-社區血壓站設置

計畫，$13500，2009.3.17 ~ 2009.11.15 

17. 個別型，台中縣衛生局，長照機構住民營養狀況分析，$68960，2008.10.17 ~ 

2008.12.20 

18. 個別型，附醫院內計畫，中台灣早產兒母乳中重金屬成分之測定，$150000，2008.8.1 

~ 2009.7.31 

19. 個別型，台中縣衛生局，97年長期照護機構住民營養照護評估計畫，$90000，

2008.7.17 ~ 2008.12.20 

20. 學生參與計畫，國科會，研擬工作場所中奈米物質之暴露風險，$47000，2008.7.1 

~ 2009.2.28 

21. 個別型，台中市衛生局，97年度台中巿「社區健康促進計畫」，$60000，2008.5.26 

~ 2008.11.10 

22. 個別型，台中市衛生局，97年度台中巿衛生局保健計畫疾病防治-社區血壓站設置

計畫，$13500，2008.4.18 ~ 2008.11.15 

23. 個別型，台中市衛生局，成立預防糖尿病之學習組織，$85600，2008.3.19 ~ 

2008.11.30 

24. 個別型，衛生署，中年以上成人肥胖與飲食攝取及代謝症候群之相關及飲食運動減



重介入計畫之成效(2/2)，$1200000，2008.1.1 ~ 2009.2.28 

25. 整合型(召集人、總主持人)，衛生署，96年度整合型長期照顧醫事及相關人力資

源發展計畫，$1500000，2007.10.1 ~ 2008.7.31 

個別型，093322I3，衛生署，台中市北區「健康生活方案」計畫，$300000，2004.1.1 

~ 2004.12.31 

共參與或主持 115項研究計畫 

本校醫學系/附醫感染

科/感管小組/兒童醫

院感染科 

 

執行人：黃高彬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

院感染科主任；中國醫

藥大學附設醫院感染

控制小組主任；醫學院

醫學系學士班寄生蟲

學科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院

醫學系學士班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教授 

1. 國家型，衛生署，106年侵入性醫療處置照護品質提升計畫參與醫院獎補助案，

$650000，2017.2.8 ~ 2017.12.31 

2. 產學合作，附醫廠商計畫，針對3至6歲以及2至35個月大的幼童，評估生物反應器培

養系統生產之腸病毒71型（EV71）疫苗的免疫生成性與安全性之開放性、劑量決定

的第二期試驗，$1961754，2017.1.1 ~ 2017.12.31 

3. 產學合作，附醫廠商計畫，三價流感非活性疫苗，2010-2011新病毒株，於六至十二

個月大幼兒之免疫抗原性及安全性研究，$1027164，2016.1.1 ~ 2016.12.31 

4. 個別型，衛生署，104年抗生素管理計畫示範中心獎補助案，$27890000，2015.1.1 ~ 

2015.12.31 

5. 個別型，99-101年臺北市學齡前兒童蟯蟲檢查及治療計畫，$1650000，2010.5.11 ~ 

2012.11.10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research_1/kapihw  研究計畫 

本校醫學院生物醫學

研究所  

謝佳宏 教授 

亞洲大學生物資訊與

醫學工程學系 合聘教

授 

1. 個別型，國科會，嗜伊紅性白血球陽離子蛋白質在先天性免疫力對抗腫瘤癌化之

角色與治療應用，$970000，2018.8.1 ~ 2019.7.31 

2. 個別型，附醫院內計畫，探討胱氨酸-谷氨酸逆向轉運子在心臟缺血再灌住傷害之

角色與治療，$400000，2017.8.1 ~ 2018.7.31 

3. 國家型，國科會，探討胱氨酸-谷氨酸逆向轉運子在大腦中風中谷氨酸誘導神經毒

性之角色與治療(2/2)，$1200000，2015.11.1 ~ 2016.10.31 

4. 個別型，國科會，利用分子影像與生物技術探討腫瘤循環性缺氧所誘導抗藥性之

生物標誌與機轉及其治療方式，$950000，2015.8.1 ~ 2016.7.31 

5. 個別型，國科會，探討胱氨酸-谷氨酸逆向轉運子在大腦中風中谷氨酸誘導神經毒

性之角色與治療(1/2)，$2200000，2014.11.1 ~ 2015.10.31 

6. 個別型，國科會，憂鬱症的創新診斷與治療: 從分子至社區-〈子計畫二〉發展標

的 NMDA接受體上甘胺酸位置之核醫藥物，$1500000，2012.8.1 ~ 2013.7.31 

共參與或主持 39項研究計畫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副

院長/本校醫學系 

 

黃敏偉醫師 

衛福部食藥署指示藥

品及成藥諮議小組委

員/ 臺灣精神醫學會

秘書長 /衛福部國家

健康政策白皮書 毒品

防治召集人/ 國際生

命線台灣總會理事長/ 

嘉義市政府毒品危害

防制中心委員 

1. 個別型，國科會，價創計畫-開發治療鴉片類物質成癮藥物，$35000000，2017.5.1 

~ 2018.4.30 

2. 個別型，國科會，利用分子影像與生物技術探討腫瘤循環性缺氧所誘導抗藥性之

生物標誌與機轉及其治療方式，$950000，2015.8.1 ~ 2016.7.31 

3. 個別型，國科會，利用果蠅動物模式研究吸入性麻醉藥在神經退化性疾病的影響

與分子機制 II，$1150000，2013.8.1 ~ 2014.7.31 

4. 個別型，衛生署，無線植入式脈衝射頻系統晶片治療周邊慢性神經性疼痛的動物

模型、分生機制、及臨床應用之研究，$1492095，2012.5.1 ~ 2013.4.30 

5. 個別型，附醫院內計畫，異丙酚對血小板之功能、訊號傳遞、及蛋白質-蛋白質交

互作用之影響，$250000，2010.8.1 ~ 2011.7.31 

共參與或主持 42項研究計畫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research_1/kapihw


本校中國要學暨中藥

資源學系 

郭昭麟主任 

中醫學院中國藥學暨

中藥資源學系 教授 

1. 個別型，衛生署，107年度「中藥查驗登記資料審查及協助中藥廠符合藥品優良製

造規範(GMP)檢查作業計畫」，$5390000，2018.1.1 ~ 2018.12.31 

2. 個別型，衛生署，106年度「中藥藥品查驗登記技術審查與產業品質提升計畫」，

$2865000，2017.8.21 ~ 2017.12.31 

3. 個別型，衛生署，建立中藥材與中藥製劑之品質官制規範，$1700000，2017.2.21 

~ 2017.12.31 

4. 個別型，105 年度「市售中藥材指標成分含量監測調查」，$2090000，2016.2.4 ~ 

2016.12.15 

5. 個別型，104 年度「市售中藥材品質調查研究分析類」，分項一：市售中藥材混誤

用調查及中藥材基原鑑別方法，$1800000，2015.3.23 ~ 2015.12.15 

6. 個別型，104 年度「中藥製劑調查及辨識人才培訓」分項計畫二，$1700000，

2015.1.16 ~ 2015.12.15 

7. 個別型，藥材基原鑑定(人參、紅棗、熟地黃、生薑、杜仲葉)，$60000，2014.9.1 

~ 2015.2.28 

8. 個別型，教育部，102年度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新藥及中草藥產

業教學資源中心計畫，$5000000，2013.1.1 ~ 2014.3.31 

9. 個別型，衛生署，含黃耆或含紅耆的中藥基準方之免疫調節藥理評估與比較，

$1150000，2013.10.1 ~ 2014.5.31 

10. 非研究型計畫 (例如：課程計畫)，教育部，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

-101年度教學資源中心計畫，$5035000，2012.1.1 ~ 2012.12.31 

11. 個別型，衛生署，建立綠黃花石斛之量產模式與最佳採集之研究，$1200000，

2012.2.23 ~ 2012.12.15 

12. 個別型，衛生署，利用代謝體學建立龍膽中藥材生產品質管制種植規範

(GAP)(2-2)，$1400000，2011.12.2 ~ 2012.12.1 ((GAP) (2-1)，$1000000，

2010.11.19 ~ 2011.11.20)) 

13. 個別型，衛生署，台灣本土產道地藥材優良農業規範（GAP）之建立--以台灣本土

道地藥材「狗尾草，$2000000，2010.12.15 ~ 2011.12.31 

14. 整合型項下子計畫(主持人)，農委會，農產保健活性開發及人才培訓計畫，

$705000，2009.5.1 ~ 2010.4.30 

共參與或主持 100項研究計畫 



本校醫學系/社會醫學

科/附醫 預防醫學中

心主任. 社區家庭醫

學部. 中區職業傷病

防治中心主任 

 

劉秋松主任 

中國醫業大學醫學院

醫學系學士班家庭醫

學科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 社區暨家庭醫學部 

主治醫師/部主任 

1. 個別型，衛生署，「高齡友善環境監測(104-107年)」-107年度後續擴充，

$3450000，2018.1.19 ~ 2018.12.31 

2. 國家型，勞委會，107 年中區勞工健康服務專案輔導計畫，$13200000，2018.1.1 

~ 2018.12.31 

3. 國家型，勞委會，106年中區甲類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計畫，$4760000，2017.1.1 ~ 

2017.12.31 

4. 國家型，勞委會，106年度中區勞工健康服務專案輔導計畫，$14450000，2017.1.1 

~ 2017.12.31 

5. 衛生署，研擬高齡飲食營養健康促進方案(105-107 年)，$2105031，2016.4.27 ~ 

2017.4.26 

6. 國科會，台灣地區民眾身心健康狀態、職業別與職業傷病暨其家庭群聚之階層線

性模式、存活分析及資料探勘，$581000，2015.8.1 ~ 2016.7.31 

7. 個別型，衛生署，高齡友善環境監測(104-107年)，$3030000，2015.1.1 ~ 

2015.12.31 

8. 個別型，衛生署，高齡友善環境監測(104-107年)，$3030000，2015.1.1 ~ 

2015.12.31 

9. 個別型，國衛院，社區衰弱老人之流行病學調查及介入治療計畫之有效性評估，

$2697000，2011.1.1 ~ 2011.12.31 

10. 個別型，本校(含附醫)，台中市北區老人之社區追蹤性調查，$300000，2010.8.1 

~ 2011.7.31 

共參與或主持 115項研究計畫 

本校醫學系/社會醫學

科者任/附醫家庭醫學

科主任 

 

林文元教授 

 

醫學院醫學系學士班

社會醫學科 教授 

1. 個別型，國科會，建構台灣本土體重控制的行動應用程式並應用於肥胖病人身上-2，

$1150000，2017.8.1 ~ 2018.7.31 

2. 個別型，以開放原始碼建立個人化健康風險資訊管理與雲端運算模型，$452000，

2016.8.1 ~ 2017.7.31 

3. 產學合作，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苦瓜籽油降體脂與肝脂機能開發與臨床應用

(2/2)，$1200000，2016.7.1 ~ 2017.6.30 

4. 產學合作，端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端強罐裝均衡配方營養素之特殊營養食品臨床

試驗計畫，$484679，2016.5.30 ~ 2018.4.30 

5. 個別型，衛生署，研擬高齡飲食營養健康促進方案(105-107 年)，$2105031，2016.4.27 

~ 2017.4.26 

6. 個別型，衛生署，105年度醫院癌症診療品質提升計畫-分項 2，$11480000，2016.1.1 

~ 2016.12.31 

7. 附醫廠商計畫，使用大腸功能指標評估亞洲國家便秘情形的觀察性、非介入、多中

心研究，$58500，2016.1.1 ~ 2016.12.31 

8. 個別型，衛生署，高齡友善環境監測(104-107 年)，$3030000，2015.1.1 ~ 2015.12.31 

9. 個別型，附醫院內計畫，職場上工作引起過勞與自律神經失調之相關性研究，

$100000，2012.8.1 ~ 2013.7.31 

共執行 115項研究計畫 



本校醫學系/社會醫學

科 

 

林妍如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

生學院醫務管理學系 

教授 

1. 個別型，國科會，病患為中心之基層醫療照護模式評估：以「結構-能力-動機-結

果」研究架構評核台灣多元基層醫療改革措施，$1550000，2016.8.1 ~ 2017.7.31 

2. 個別型，國科會，社區、社會、組織與健康：以社區醫療群為例探討民眾健康及其

相關影響因素，$1063000，2013.8.1 ~ 2014.7.31 

3. 個別型，國科會，社區、社會、組織與健康：以社區醫療群為例探討民眾健康及其

相關影響因素，$1120000，2012.8.1 ~ 2013.7.31 

4. 學生參與計畫，本校(含附醫)，醫院員工對部門權力感受與其工作結果之相關性探

討：以台中市醫院為例，$35000，2011.8.1 ~ 2012.2.29 

5. 學生參與計畫，本校(含附醫)，衛生所員工的學歷、醫療專業背景、聘僱類型其工

作激勵因子需求之差異研究，$35000，2010.8.1 ~ 2011.2.28 

6. 個別型，國科會，台灣版整合性健康照護系統之研究:整合關係之效益評估(2/2)，

$751000，2005.8.1 ~ 2006.7.31 

共執行 52項研究計畫 

本校醫學系/社會醫學

科/附醫家庭醫學科 

 

林志學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老人醫學科 主任 

1. 個別型，衛生署，「高齡友善環境監測(104-107年)」-107 年度後續擴充，$3450000，

2018.1.19 ~ 2018.12.31 

2. 個別型，國科會，臨床醫師老人醫學教育之電腦化適性診斷測驗系統之建置，

$600000，2015.8.1 ~ 2016.7.31 

3. 非研究型計畫，台中市衛生局，104年戒菸服務網絡分項計畫採購案，項次 3:職場

菸害防制輔導計畫，$800000，2015.3.12 ~ 2015.11.30 

4. 個別型，衛生署，高齡友善環境監測(104-107年)，$3030000，2015.1.1 ~ 

2015.12.31 

5. 個別型，國衛院，社區衰弱老人之流行病學調查及介入治療計畫之有效性評估，

$2697000，2011.1.1 ~ 2011.12.31 

6. 個別型，本校(含附醫)，台中市東區民眾 C 型肝炎之盛行率及危險因子評估，

$120000，2005.7.1 ~ 2006.6.30 

共參與或主持 61項研究計畫 

本校物理治療系主任 

 

周立偉教授 

中醫藥大學針灸研究

所所長 

1. 產學合作，上銀公司，下肢肌力訓練機應用於不同類型之急性腦中風病患的臨床研

究及探討，$215000，2017.8.15 ~ 2018.8.14 

2. 個別型，國科會，中藥補骨脂對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療效與機轉研究，$1500000，

2017.8.1 ~ 2018.7.31 

3. 產學合作，上銀，護理之家住民使用渦流功能洗澡機之睡眠品質的效果探討，

$1700000，2016.12.1 ~ 2017.11.30 

4. 個別型，本校(含附醫)，評估以新式手提肌張力測試儀量化下背痛患者軀幹肌肉生

物力學特性之可行性，$230000，2016.10.27 ~ 2017.7.31 

5. 產學合作，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針對機器人輔助復健應用應用於腦中風病患的

臨床適用性及效果之探討 Clinical Feasibility and Efficavy of Robot-assisted 

Gait trainig for Improving Motor Functions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1580000，2016.5.1 ~ 2017.4.30 

6. 個別型，本校(含附醫)，以彼拉提斯為基礎的物理治療運動訓練對下背痛患者之脊

椎影像運動學和功能狀態的療效及影響，$350000，2015.11.6 ~ 2016.7.31 

7. 個別型，國科會，低能雷射及超音波降低化療藥物誘發周邊神經病變的效果與應

用，$740000，2013.8.1 ~ 2014.10.31 

8. 國家型，國科會，經驗模組分解函數應用於關節硬化與肌肉疲勞之肌電訊號參數萃

取研究，$391000，2012.8.1 ~ 2013.7.31 

9. 國家型，國科會，研究從電針炙治療對正中神經修復功能之評估到腕隧道症侯群之

療效評估，$7258000，2011.8.1 ~ 2012.7.31 

共參與或主持 57項研究計畫 

本校職業安全與衛生 1. 個別型，國科會，提升廢食用油生質柴油油品儲運安全性質之多元技術整合，



學系 

 

袁明豪 

公共衛生學院職業安

全與衛生學系 助理教

授 

$975000，2018.8.1 ~ 2019.7.31 

2. 產學合作，國科會，生質能應用開發及相關污染防治技術聯盟 Ⅱ(3/3)，$2625000，

2018.2.1 ~ 2019.1.31 

3. 個別型，國科會，開發夜市餐飲攤販業之小型超重力油煙淨化設備與其實地效能評

估(2/3)：燒烤類攤販業，$920000，2017.9.5 ~ 2018.9.4 

4. 學生參與計畫，本校(含附醫)，十年磨一劍：職安衛畢業生之就業競爭力與職涯發

展，$35000，2017.8.1 ~ 2018.2.28 

5. 個別型，國科會，價創計畫：從棕櫚到蘋果的循環經濟-開發生質金屬加工油作為

高階產品之液態工具與整合服務，$50000000，2017.5.1 ~ 2018.4.30 

6. 產學合作，國科會，生質能應用開發及相關污染防治技術聯盟 Ⅱ(2/3)，$2700000，

2017.2.1 ~ 2018.1.31 (1/3, 2016-2017, 2342000) 

7. 個別型，國科會，臺灣重要航線宇宙輻射劑量之評估與量測方法評析及其資料庫建

立，$705000，2017.1.1 ~ 2017.12.31 

8. 個別型，國科會，開發廢食用油轉製成生質燃料之循環型生產系統，$1343000，

2016.8.1 ~ 2017.7.31 

9. 個別型，國科會，生質柴油非糧料源中高價值成分之回收技術與其製程放大，

$1500000，2016.8.1 ~ 2017.7.30 

共參與或執行 16項研究計畫 

本校運動醫學系副主

任 

 

張文典教授 

1. 學生參與計畫，國科會，足踝貼紮對功能性足踝不穩定在本體感覺、肌肉力量與足

底壓力分佈的影響，$48000，2017.7.1 ~ 2018.2.28             

2. 產學合作，鴻源行銷有限公司，機能襪影響足底壓力的分析測試，$14950，2017.4.1 

~ 2018.6.30 

3. 個別型，本校(含附醫)，平衡穩定性對於射箭選手運動表現之影響，$200000，

2016.10.27 ~ 2017.7.31 

4. 教育部，105 年度國民體適能檢測站(樂活站)，$100000，2016.9.1 ~ 2016.10.31 

5. 國科會，比較 6 週全身震動與神經肌肉訓練對功能性足踝不穩定的影響，$48000，

2016.7.1 ~ 2017.2.28 

6. 學生參與計畫，國科會，探討穿戴式科技於運動介入中對體適能與睡眠品質的影

響，$48000，2015.7.1 ~ 2016.2.28 

7. 個別型，本校(含附醫)，雲端活躍老化系統發展-高齡者健康需求與照護資源分布

之探討，$210000，2014.11.4 ~ 2015.7.31 

8. 學生參與計畫，本校(含附醫)，整合型銀髮族體適能無線自動感測儀之信效度研

究，$35000，2014.8.1 ~ 2015.2.28 

共參與或執行 71項研究計畫 

本校健康照護學院物

理治療系 

陳淑雅助理教授 

 

1. 產學合作，進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低能量雷射對股四頭肌之延遲性肌肉酸痛的

效果探討，$380652，2016.11.1 ~ 2018.10.31 

2. 個別型，本校(含附醫)，運用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探究腦中風後

患側手自發使用的心理、社會、動作功能影響因素，$200000，2017.10.5 ~ 

2018.7.31 

3. 個別型，國科會，以結構方程模式探討腦中風後患側上肢自發性使用的影響因子：

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與運動學觀點，$811000，2017.8.1 ~ 

2018.7.31 

4. 學生參與計畫，本校(含附醫)，足踝貼紮對功能性足踝不穩定在本體感覺、肌肉

力量與足底壓力分佈的影響，$35000，2017.8.1 ~ 2018.2.28 

5. 個別型，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補助 106 年度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63000，

2017.9.1 ~ 2017.12.31 

6. 非研究型計畫 (例如：課程計畫)，教育部，105年度國民體適能檢測站(樂活站)，

$100000，2016.9.1 ~ 2016.10.31 



7. 個別型，本校(含附醫)，規律有氧運動對大學生的體適能、平衡與自我效能的影

響之研究，$100000，2015.11.11 ~ 2016.7.31 

8. 非研究型計畫 (例如：課程計畫)，教育部，104-105年度國民體適能檢測站(樂活

站)設置計畫，$550000，2015.9.18 ~ 2016.4.30 

9. 學生參與計畫，本校(含附醫)，探討穿戴式科技於運動介入中對體適能與睡眠品

質的影響，$35000，2015.8.1 ~ 2016.2.28 

10. 非研究型計畫 (例如：課程計畫)，衛生署，發展長期照護保險多元評估量表之教

育訓練方案，$2250000，2015.1.1 ~ 2015.12.31 

11. 學生參與計畫，本校(含附醫)，三種不同自行車座墊高度對於運動疲勞時的下肢

運動學之研究，$35000，2014.8.1 ~ 2015.2.28 

共參與或執行 36項研究計畫 

本校醫學院醫學系學

士班社會醫學科 

 

廖世傑教授 

推廣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 

1. 整合型，國科會，高中職「生物科技領域探究式 PBL 課程」研發計畫－總計畫(3/3)，

$758000，2013.9.1 ~ 2014.10.1 

2. 非研究型計畫，教育部，102-103 學年度中區大學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教師專

業發展工作坊-探索式教學法」，$152736，2013.8.1 ~ 2014.7.31 

3. 非研究型計畫，教育部，102-103 學年度中區大學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環境教

育-人文與生物對話」，$159136，2013.8.1 ~ 2014.7.31 

4. 整合型，國科會，探究式學習導向之前瞻生物融入高中應用生物課程發展與評鑑研

究－總計畫(2/3)，$816000，2012.10.1 ~ 2013.8.31 

5. 個別型，教育部，101至 102 年度大學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環境教育-人文與

生物對話」，$128424，2012.8.1 ~ 2013.7.31 

6. 整合型，國科會，探究式學習導向之前瞻生物融入高中應用生物課程發展與評鑑研

究－總計畫(2/3)，$816000，2012.10.1 ~ 2013.8.31 

 

共參與或執行 11項研究 

本校運動醫學系主任/

本校北港附設醫院中

醫部部主任/臺南市立

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

藥大學興建管力）中醫

部部主任 

 

何宗融 

健康照護學院運動醫

學系教授/ 中醫學院

中醫學系學士班科主

任 

100-106 年執行教學

卓越計畫-中醫社區體

質健檢計畫/落實太極

拳評量及學習系統 

104 年榮獲雲林縣北

港鎮公所社區熱心公

益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 

國家裁判 

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

員會 醫學委員會 醫

1. 個別型，衛生署，建構運動傷害下背痛及腳踝扭挫傷中西醫合作日間照護模式

(2-1)，$860000，2017.1.17 ~ 2018.12.15 

2. 個別型，衛生署，105年「中西醫合作照護模式」慢性不癒傷口中西醫合作新照護

模式，$1700000，2016.1.1 ~ 2016.12.15 

3. 個別型，國科會，以蛋白體與轉錄體學技術探討中藥『金創膏』的作用機轉，

$900000，2015.8.1 ~ 2016.7.31 

4. 個別型，附醫院內計畫，中醫舌診診斷於手機系統之應用研究，$90000，2015.8.1 

~ 2016.7.31 

5. 個別型，衛生署，104年「中西醫合作照護模式」慢性不癒傷口中西醫合作新照護

模式，$1598000，2015.4.16 ~ 2015.12.15 

6. 個別型，國衛院，成癮轉譯醫學整合計畫，$4214000，2014.1.1 ~ 2014.12.31 

7. 個別型，附醫院內計畫，中國醫藥大學太極八法與端粒酶活性的關聯性，$100000，

2013.8.1 ~ 2015.7.31 

8. 個別型，國科會，中醫傳統養生功法太極拳對老年人於步態與跨越障礙物時運動

控制策略之影響，$3080000，2011.8.1 ~ 2012.7.31 

9. 個別型，國科會，利用動物模式研究性功能相關行為與中草藥媒介治療機轉，

$800000，2010.8.1 ~ 2011.7.31 



學委員 

中華台北太極拳總會

學術研究委員會-主任

委員 

 

楊玉婉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 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台灣癲癇醫學會會員 

中國醫藥大學兼任講

師 

 

 

 

10. 國家型，衛生署，精進臨床試驗能量及國際躍升計畫，$29257000，2018.1.1 ~ 

2018.12.31 

11.         ，附醫廠商計畫，一項亞洲、第三期、多中心、隨機分配、雙盲、安慰

劑對照、14 週試驗，評估 DS-5565 用於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疼痛 (DPNP) 患者

的療效，其後接續進行  52 週開放標示延伸試驗，$1944071，2017.1.1 ~ 

2017.12.31 

12. 個別型，國科會，以失匹配負波(MMN)為失智症患者記憶力之生物指標與經顱直流

電刺激之調控，$1200000，2017.8.1 ~ 2018.7.31 

13. 產學合作，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經顱磁刺激與腦波來評估中風病人使用

機器人輔助步態訓練機之臨床有效性。Using TMS and EEG for evaluation of 

clinical Efficacy of Robot-assisted Gait Training in Stroke Patient.研

究，$1198095，2016.5.1 ~ 2017.7.31 

14. 整合型項下子計畫(主持人)，        ，新穎性 NMDA調控於神經退化性疾病之多

層面研究(1/3)-子計畫 4，$1686545，2016.8.1 ~ 2017.7.31 

15. 國家型，衛生署，「中藥品質及中醫藥輔助療效研究」計畫-後續擴充 105 年，

$1317000，2016.4.1 ~ 2017.3.31 

16. 個別型，國科會，小腦至大腦運動皮質區配對關聯刺激誘發神經塑性之動物及人

類生理病理研究，$954000，2015.8.1 ~ 2016.7.31 

17. 國家型，衛生署，104年度「中藥品質及中醫藥輔助療效研究」計畫，$1500000，

2015.4.1 ~ 2016.3.31 

18. 國家型，衛生署，103年度中醫藥轉譯計畫「中藥複方輔助治療缺血型中風臨床療

效評估委託研究計畫」，$1518000，2014.4.24 ~ 2015.3.31 

共參與或執行 39項研究 

 

陳秋瑩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

生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

學心理輔導組 組長 

通識教育中心語文教

學中心主任/ 教學卓

越計畫主持人/國際學

生交換計畫主持人 

1. 個別型，本校(含附醫)，環境重金屬暴露、糖尿病與失智症之相關性，$230000，

2017.10.5 ~ 2018.7.31 

2. 個別型，國科會，建立整合空間資料量測與雲端運算模型之個人化健康風險專家

系統，$614000，2017.8.1 ~ 2018.7.31 

3. 個別型，福州藥品有限公司，廢棄藥物的處置及健保藥物的支出:以中部某連鎖藥

局及其社區民眾調查為例，$76087，2016.4.1 ~ 2018.3.31 

4. 個別型，中央健保局，106年度科學及技術類委託研究計畫「B 型及 C 型肝炎疾病

照護之醫療品質指標研究」案，$770000，2017.5.12 ~ 2017.10.31 

5. 個別型，國科會，社區居民重金屬暴露、胰島素抗性與氧化壓力和新陳代謝症候

群的相關性研究，$760000，2016.8.1 ~ 2017.7.31 

6. 個別型，國科會，以開放原始碼建立個人化健康風險資訊管理與雲端運算模型，

$452000，2016.8.1 ~ 2017.7.31 

7. 個別型，國科會，環境暴露與脂質過氧化、基因易感性因子和失智症之相關性研

究，$740000，2015.8.1 ~ 2016.7.31 

8. 個別型，本校(含附醫)，青少年藥物濫用的介入治療計畫，$200000，2014.11.4 ~ 

2015.7.31 

9. 個別型，嘉義縣成人生活型態與健康結果之關係調查，$95000，2013.1.1 ~ 



2013.12.31 

共參與或執行 43項研究 

 

何文照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

生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環境醫

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學務處

服務學習中心主任 

亞洲大學護理學系兼

任教師 

1. 學生參與計畫，國科會，探討糖尿病族群暴露空氣污染與發生慢性心臟衰竭的風

險關係，$48000，2017.7.1 ~ 2018.2.28 

2. 個別型，衛生署，106 年度「常見疾病之中醫證型研究」科技委託研幾究計畫，

$1150000，2017.1.19 ~ 2018.1.18 

3. 整合型項下子計畫(主持人)，農委會，106年度「強化農藥管理及風險分析之研究

與應用」，$854000，2017.1.1 ~ 2017.12.31 

4. 個別型，衛生署，106 年度「國家攝食資料庫之分類系統更新與發展研究」，

$912000，2017.1.1 ~ 2017.12.31 

5. 非研究型計畫 (例如：課程計畫)，教育部，106 年度核定補助大專校院健康促進

學校計畫案，$252000，2017.1.1 ~ 2017.12.31 

6. 個別型，本校(含附醫)，在極端氣候下空氣汙染與 Statin 類藥物對心血管疾病之

健康風險評估，$200000，2016.9.7 ~ 2017.7.31 

7. 整合型項下子計畫(主持人)，農委會，以作用模式為基礎的多種農藥共暴露之風

險評估-以有機磷農藥為例，$700000，2016.1.1 ~ 2016.12.31 

8. 非研究型計畫 (例如：課程計畫)，教育部，核定補助 105 年度大專校院健康促進

學校實施計畫，$230000，2016.1.1 ~ 2016.12.31 

9. 產學合作，淨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絡儀鑑測之開發與應用評估，$245000，

2015.10.1 ~ 2016.2.29 

10. 非研究型計畫 (例如：課程計畫)，衛生署，年輕族群場域菸害防制工作計畫，

$145000，2014.6.1 ~ 2014.12.31 

11. 產學合作，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戴奧辛污染文獻探討之研究，

$2000000，2013.9.1 ~ 2014.8.31 

共參與或執行 44項研究 

 

張文德 

中醫學院中國藥學暨

中藥資源學系 副教授

招生室主任 

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

中心主任 

 

 

 

 

1. 個別型，衛生署，107年度「中藥查驗登記資料審查及協助中藥廠符合藥品優良製

造規範(GMP)檢查作業計畫」，$5390000，2018.1.1 ~ 2018.12.31 

2. 個別型        ，104 年度「市售中藥材品質調查研究分析類」，分項一：市售中

藥材混誤用調查及中藥材基原鑑別方法，$1800000，2015.3.23 ~ 2015.12.15 

3. 個別型，國科會，應用恆溫式圈環形核酸增幅法 (LMAP) 建立鑑定食品中五辛素

之方法，$888000，2014.8.1 ~ 2015.7.31 

4. 個別型，國科會，利用恆溫式圈環形核酸增幅法 (LAMP) 進行肉品摻雜檢測，

$695000，2013.8.1 ~ 2014.7.31 

5. 個別型，衛生署，含黃耆或含紅耆的中藥基準方之免疫調節藥理評估與比較，

$1150000，2013.10.1 ~ 2014.5.31 

共參與或執行 35項研究 

劉佳鎮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 助理教授級專

業技術人員 

中國醫藥大學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組長 

1. 上班也要愛運動─職場運動健身促進之策略探討，國民體育季刊 185期(2016 / 03) 

2. 臺灣民眾休閒性身體活動的現況及對健康的影響，華藝線上圖書館，運動管理，

31 期 (2016 / 01 / 01) 

3. 運動團隊教練領導智慧的展現，暨南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學位論文，2014 年 

(2014 / 01 / 01)  

http://www.sa.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58810146100.pdf


李國箴 

中國醫藥大學 健康照

護學院護理學系 副教

授 

 

 

 

 

1. 個別型，國科會，行動健康方案的研發與評價：促進靜態工作者的身體活動與健

康飲食，$1200000，2017.8.1 ~ 2018.12.31 

2. 個別型，本校(含附醫)，護生應用中醫護理於臨床實務之信念與行為:護生與臨床

指導老師觀點，$230000，2017.10.5 ~ 2018.7.31 

3. 產學合作，凱寧達康股份有限公司，科學早教親子教師培訓流程建置輔導計畫，

$21000，2018.1.1 ~ 2018.3.31 

4. 個別型，國科會，介入睡眠支持方案提升癌症末期照顧者睡眠品質效益之探討，

$811000，2016.8.1 ~ 2017.7.31 

5. 學生參與計畫，本校(含附醫)，台灣地區大學生便秘之盛行率及其相關因素之探

討，$35000，2016.8.1 ~ 2017.2.28 

6. 產學合作，財團法人研華文教基金會，智慧病房系統優化評估試驗，$500000，

2016.7.11 ~ 2016.12.31 

7. 個別型，運用批判性思考能力訓練促進護理系學生之臨床推論能力效用，

$200000，2015.4.1 ~ 2016.3.31 

8. 個別型，附醫院內計畫，護理人員運用中醫護理於臨床照顧之信念及其應用現況，

$100000，2015.8.1 ~ 2016.7.31 

9. 個別型，本校(含附醫)，「管理方案」對心臟衰竭病患疲憊、症狀困擾與自我照護

之影響，$210000，2014.11.4 ~ 2015.7.31 

10. 個別型，附醫院內計畫，末期病人與照顧者的睡眠一致性及影響因素探討，

$150000，2014.8.1 ~ 2015.7.31 

11. 個別型，運用臨床模擬情境教學促進護理系學生之治療性溝通技巧之應用，

$230000，2014.4.1 ~ 2015.3.31 

書目：健康問題與護理評估: OSCE 之應用(華杏, 2016) 

運用安寧療護理念於肝癌末期病人之護理經驗，澄清醫護管理雜誌( 9卷 4 期 (2013   

/ 10 / 01))  

共參與或執行 17項研究 

鄧玉貴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

護學院護理學系 助理

教授 

 

 

1. 個別型，附醫院內計畫，中部某醫學大學新生生活型態與中醫體質之探討，

$257732，2017.8.1 ~ 2018.7.31 

2. 產學合作，上銀，護理之家住民使用渦流功能洗澡機之睡眠品質的效果探討，

$1700000，2016.12.1 ~ 2017.11.30 

3. 個別型，附醫院內計畫，長期追蹤氣喘兒童的身體指數與身體活動量對生活品質

與肺功能之影響，$100000，2015.8.1 ~ 2016.7.31 

4. 個別型，國科會，長期追蹤氣喘兒童轉換為青少年期的家庭與個人因素對生活品

質與肺功能之影響以及家庭充能計畫之成效，$950000，2010.8.1 ~ 2011.7.31 

共參與或執行 7 項研究 

周淑媚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副教授 

人文與科技學院人文

藝術中心主任 

1. 個別型，本校(含附醫)，薛雪的詩學與醫學研究，$210000，2014.11.4 ~ 2015.7.31 

2. 個別型，科技部，文學治療作用的理論探討及其可能性：以《黃帝內經》的情志

致病觀為徑，$293000，2011.8.1 ~ 2012.7.31 

 

中醫古籍應用針灸治療癥瘕積聚的探討中醫藥研究論叢，19 卷 2 期 (2016 / 09 / 30)  

 

許博期 

中醫學院中醫學系學

士班中醫診斷學科 助

理教授 

中西醫照護幫助患者脫離呼吸器—病例報告，中醫藥雜誌，2014/06 

糖尿病合併肝膿瘍中西醫結合治療病例報告，中醫藥雜誌，2014/06 

中醫治療第二型糖尿病之病例報告，中醫藥雜誌，2013 

 

http://www.angle.com.tw/ahlr/journal/content.aspx?no=400797&listkey=%e8%a8%b1%e5%8d%9a%e6%9c%9f
http://www.angle.com.tw/ahlr/journal/list.aspx?no=733&ip=50083
http://www.angle.com.tw/ahlr/journal/content.aspx?no=400798&listkey=%e8%a8%b1%e5%8d%9a%e6%9c%9f
http://www.angle.com.tw/ahlr/journal/list.aspx?no=733&ip=50083
http://lawdata.com.tw/tw/doi/?doi=10.3966/101764462013122402011
http://www.angle.com.tw/ahlr/journal/list.aspx?no=733&ip=50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