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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迎接 111 學年度的到來，首先歡迎四位優秀的新

教師加入醫學院的大家庭，相信我們的新進教師將成

為推動臨床、基礎、公衛相關領域研究及教學進展的

重要助力! 自 111 學年度開始，醫學院將使用新的教

師升等量表來更加全面的評估教師的教學研究表現，

此量表將能展示表現優秀的個人化各項指標，並能夠

鼓勵教師的多元發展。 

除了人力資源的精進之外，此次醫學院也在學校及產業合作的支持架構

下，開始進行書田外科中心的整建工作，整建後之醫學院臨床技能訓練中心將

成為一流醫學教育的訓練基地。另外，醫學院自 8 月 1 日起，革新後的行政組

織架構，將更有利於落實分層負責的精神，提升行政效率。 

 回首 2022 年的上半年，醫學院的老師們提出多項針對冠狀病毒的優秀研

究成果。也特別恭喜腦科學研究所楊智傑教授榮獲「第十屆有庠科技發明獎」! 

本次季刊也精選數篇 110 學年度的學生優良研究成果及數則新聞，與大家分享! 

醫學院國際副院長 黃心苑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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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好事紀 

 腦科學研究所楊智傑教授榮獲「第十屆有庠科技發明獎」 

 

110 年度第 2 梯次學生優良研究成果獎勵（優良期刊論文） 

 生物醫學資訊所葉奕成同學：Whole-Exome Sequencing of Epstein–

Barr Virus-Associated Pulmonary Carcinoma with Low Lymphocytic 

Infiltration Reveals Molecular Features Similar to those of Classic 

Pulmonary 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 Evidence to Support 

Grouping Together as One Disease Entity (Rank Factor=5.69%) 

 生物醫學資訊所劉育丞同學：Insights into the free energy landscape 

and salt-controlled mechanism of the conformational conversions 

between human telomeric G-quadruplex structures (Rank 

Factor=12.2%) 

 生物醫學資訊所黃千容同學：Identification of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the Selective Killing of HBV-Positive Hepatocytes (Rank 

Factor=14.0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92715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92715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92715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92715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92715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53647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53647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53647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35711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35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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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衛生研究所林舜穀同學：Associ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a lower risk of dementia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A case-control study (Rank Factor=17.9%) 

 傳統醫學研究所楊淩同學：Modulation of the transport of valproic acid 

through the blood-brain barrier in rats by the Gastrodia elata extracts 

(Rank Factor= 8.76%) 

 藥理學研究所吳祐任同學：Transplanted Mouse Embryonic Stem Cell–

Derived Retinal Ganglion Cells Integrate and Form Synapses in a 

Retinal Ganglion Cell-Depleted Mouse Model (Rank Factor= 12%) 

 生理學研究所林長億同學：Glucosamine Interferes With Myelopoiesis 

and Enhances the Immunosuppressive Activity of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Rank Factor= 13%) 

 傳統醫學研究所邱偉綸同學：WSG, a glucose-rich polysaccharide from 

Ganoderma lucidum, combined with cisplatin potentiates inhibition 

of lung cancer in vitro and in vivo (Rank Factor= 20%) 

 腦科學研究所何育葶同學：Effects of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PS128 o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leep Quality in Self-Reported Insomniacs: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ilot Trial (Rank 

Factor=19.3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08980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08980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08980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08201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08201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70502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70502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70502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90111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90111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90111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96090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96090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96090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44498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44498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44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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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衛生研究所林舜穀同學：Classification of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using the arterial pulse spectrum and a multilayer-perceptron 

analysis (Rank Factor=23.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90361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90361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90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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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聘教師簡介 

             衛生福利研究所 

簡麗年 教授 

研究專長：健康照護服務研究、療效研究、與次

級資料庫研究 

研究興趣：政策介入評估、新藥上市後比較研究

與疾病預測模型 

 

很榮幸能回到母校服務，在衛生福利研究所與不同領域的師長、前輩與同

學們一起學習，從事政策評估與轉譯工作。我的研究興趣主要為利用全民健康

保險研究資料庫或其他二手資料等真實世界資料，進行健康政策介入評估、新

藥上市後的療效與安全性之比較，與疾病預測模型發展與建立，期能透過研究

成果，提供未來政策制定方向、臨床治療指引與照護依據。其中，真實世界資

料是我主要的研究材料，其特點包括來源多樣、資料收集快速大量、涵蓋研究

族群多元等。然這些資料收集的目的多數非研究使用，因此有很多不完美的地

方。也因為他的不完美，在使用上，需要經過嚴謹的資料驗證、適當的研究設

計與正確的統計方法，才能使研究資料的結果更能貼近真正的結果。 

教學上，我喜歡透過討論與實作，帶領學生回答研究問題。大量的文獻閱

讀與定期的研究討論，有助於研究議題的發想。而資料處理與分析的實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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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資料處理的邏輯與資料分析的技巧，藉此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找出

問題的癥結，最後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研究上，我喜歡小題大作，深入探

討，多方的考量不同層面對於研究問題的影響，最後除了能提出自己的論點，

也同時必須對自己的論點提供充分的論證。 

我的研究團隊目前主要聚焦在心血管疾病的介入研究與療效比較，主要研

究族群為腦中風及心急梗塞病患。這兩類疾病目前都有很好的治療方式，但疾

病本身複雜，臨床試驗結果經常無法涵蓋所有研究族群。因此，透過真實世界

資料所產生真實世界證據，可用於佐證支持臨床試驗的不足，提升病患醫療照

護品質，增進病患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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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衛生研究所 

     梁立霖 副教授 

 

研究專長: 健康經濟學、衛生政策評估、   

     應用計量經濟、跨國分析 

  

健康經濟學 (Health Economics)是經濟學的一個子領域，是健康照護體系以

及衛生政策一門重要的學問。更精確的說，為「透過形式化的模型建構與統計

分析，致力於理解醫療保健與公共衛生相關的各種經濟問題，並從中找出因果

關係，對真實世界進行解釋、評估或預測。」 

踏入健康經濟學的領域，與醫師父親以及母親的鼓勵有關。大學時代就讀

台大國企系時，對經濟學就產生濃厚興趣，因此決定選擇和醫療有關的經濟學

領域，至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攻讀博士。我的專長是運用經濟學與量化研究

方法，對重要的公衛與醫療保健政策進行分析評估；研究興趣涵蓋 COVID-

19、誘因制度設計、醫療體系改革與健康體適能。 

過去兩年，我們的研究團隊蒐集了上百個國家、數千個參數，分析

COVID-19 致死率及個案數增長的影響因素，包括：各國檢測數、十多種防疫

政策的嚴格度、疫苗施打覆蓋率、政府效能、人口移動、國民所得，與人口老

化指數等。相關論文發表於 Journal of Global Health 與 Scientific Reports 等期

刊，提供政府在防疫施政上的參考依據。研究成果獲選為科技部 2021 年台灣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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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亮點，也受到媒體的廣泛關注報導。 

感謝曾經幫助我的師長、家人、同事與學生，讓我有機會進入陽明交通大

學任教。看到學生進步、有能力貢獻社會，是教學生涯中最大的幸福感與滿足

感! 期許自己繼續帶領莘莘學子，繼續往改善台灣醫療公衛體系的道路上前

進。歡迎志同道合的夥伴加入團隊，一起讓世界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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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系醫學人文與教育學科 

黃宣穎 副教授 

研究專長：醫療人類學、當代中國研究、  

心理治療、數位心理健康 

很榮幸能夠加入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我原先接受的是精神科醫師的訓

練，後來到美國哈佛大學修習醫療人類學，博士畢業後在澳洲國立大學的中華

全球研究中心擔任博士後研究員，這次回台工作之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人類

學系任教。 

作為一個精神科醫師，我長期以來的研究圍繞著西式心理治療在都會中國

的發展而展開，我所關注的主題包括外來知識與技術的接受與轉化、專業化與

大眾化之間的辯證關係、以及當地人對何謂治療的理解與想像等。由於人類學

學科本身對於長期田野研究的要求，我在博士班階段曾經在北京—也是我最主

要的研究地點—住過將近兩年，之後也持續透過短期訪問了解後來的變化。近

年來我也開始關注數位心理健康在中國的發展，特別有趣的是這股新浪潮中的

許多佼佼者來自先前的心理治療熱潮。 

作為醫學教育與訓練的過來人，能夠回到醫學院的環境裡從事醫學人文教

育是莫大的幸運，除了培育更有人文素養的下一代醫師，我也希望未來和醫學

院各部門關心醫學人文或醫學教育—甚或人類學、當代中國、與數位科技等議

題—的同事能有更多合作與交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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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學研究所  

              簡千栩 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心血管發育與疾病、再生醫學、 

        分子生物學、組織工程 

很開心可以加入醫學院這個大家庭，我自己是陽明

大學畢業的博士生，後來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擔任博士後研究，因此，可以回到母校服務對我來說別

具意義。我的教學理念是『做中學，錯中學』。希望學生可以藉由實際上的操

作，學習到經驗、獲得知識，並從錯誤中得到啟發。其中，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是我希望可以跟學生一起學習成長的課題。簡單來說就是

藉由發現關鍵性問題，經過不斷地思考及論證，最後找到符合邏輯的答案。 

本實驗室將致力於結合不同的領域，發展治療心血管相關疾病的新穎療

法。根據統計的數據顯示，台灣將會在 2025 年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伴隨而

來的是心血管相關疾病的發生率與致死率逐年攀升。因此，實驗室的主軸為：

暸解心衰竭(Heart failure)與動脈粥狀硬化(Atherosclerosis)的致病機轉與發展

新穎療法，並且聚焦於四大方向： 

(1)幹細胞分化的 3D 立體類器官(Organoid)：運用幹細胞分化而成的 3D立體

類器官作為暸解心血管發育與致病機轉的平台，實驗室現已成功分化出血管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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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Vessel organoid)，並運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分析與建立

出心血管發育及相關的疾病模型。 

(2)體外的血流模擬系統與動物疾病模型（In vitro hemodynamic system and. 

animal disease model）：建立體外血流動態模擬系統以及心血管相關疾病動

物模型，用來驗證與探討所發現的新穎機制和療法。 

(3)核糖核酸修飾(RNA modification)：藉由暸解核糖核酸的生合成（RNA. 

biogenesis）找出心血管發育及致病機轉中的重要性，發展新穎的治療策略。

近年來研究證實，核糖核酸上的化學修飾影響許多細胞行為與生理現象。因

此，實驗室藉由研究不同核糖核酸修飾在心衰竭(Heart failure)和動脈粥狀硬化

(Atherosclerosis)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機轉，作為開發新穎療法的基礎。 

(4)組織工程與基因療法（Tissue engineering and gene therapy）：運用組織

工程發展出相關的細胞療法，如:心臟貼片、人工血管、器官晶片（organ-on-

a chip）...等關鍵技術作為治療心血管疾病的工具。除此之外，實驗室會運用慢

病毒(Lentivirus)與腺相關病毒(Adeno-associated virus, AAV)發展相對應的基

因療法。期望未來可以發展成為新的治療工具。 

最後，希望對於心血管疾病與跨領域研究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加入實驗室一

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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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系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科  

        蔣偉程 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 幹細胞研究、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 

          血管生物學 

各位好，很高興且榮幸能夠回到母校陽明交通大學，同時也是培育我進入

生醫領域的搖籃─醫學院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科服務並貢獻所長。回顧過去學

習研究歷程，於解剖所就讀碩士班時期就嘗試利用自人類骨髓分離之間質幹細

胞在體外分化成具有產生胰島素能力之細胞，同時建立糖尿病模式之大鼠並透

過手術置入靜脈導管於其肝臟，最後將分化之細胞由導管移植至大鼠肝臟內以

模擬人類接受胰島細胞移植之模式，探討移植後之效益。攻讀博士學位期間，

則透過組織工程的概念，整合物理與化學方法之冷凍化學剔除細胞技術，將完

整肝臟內原有的細胞除去並保留細胞外基質、立體結構與可幫助氣體與養分交

換的血管脈絡進而形成仿生立體環境以作為支架，利用間質幹細胞在此仿生支

架內進行肝細胞分化並培養在自製之循環生物反應器，最後將所形成之類肝臟

組織進行移植至肝臟受損之小鼠以觀察幫助肝臟再生以及回復其機能之成效。 

在完成學業後則進入國家衛生研究院進行博士後研究，著重於將幹細胞研

究應用於血管再生醫學上，在其過程中深知儘管現代醫學持續進步，但血管性

疾病威脅卻未曾間斷，與血管相關性之疾病，如心臟疾病、腦血管疾病、糖尿

病、高血壓性疾病及腎病變等在國人十大主要死因中占了一半，加上人口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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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對於台灣社會及國民健康福祉造成重要影響，因此發展血管性疾病的

預防與治療已是刻不容緩。 

我們的研究團隊以幹細胞研究為基石，整合跨領域技術，包括幹細胞及其

衍生物之研究、血管生物學、生物材料、組織工程與 3D列印技術，針對於血

管性疾病之治療，聚焦於: 

1. 發展多功能幹細胞分化成血管內皮細胞與血管平滑肌細胞之平台，以

作為周邊血管性疾病術後再狹窄之細胞治療應用； 

2. 利用幹細胞結合生物材料與 3D列印技術，製備出類血管組織，應用

於缺血性血管疾病之再生修復； 

3. 運用誘導式多功能幹細胞建立體外血管疾病模式找尋關鍵的疾病致病

機轉或進行藥物測試與篩選； 

4. 建立遺傳性血管疾病病患之細胞重新編程後之誘導式多功能幹細胞並

模擬血管細胞分化及發育程序，作為探討血管疾病進程之新模式以了解致病原

因，尋找新的治療方法； 

5. 開發以幹細胞或其特定細胞衍生物(例如:細胞外泌體)為基礎，發展周

邊血管性疾病的新興診斷或治療策略。  

感謝過去一路上相遇的每個人，亦期勉自己能把握現在持續學習進步並將

所學與經驗傳承，也希冀未來研究成果能為促進台灣再生醫療相關之發展與增

進國人健康與生活福祉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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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田外科中心整建介紹 

解剖學，麻醉學的進步及各種器械的發明，外科學在現代醫學的發展迅

速，外科學和所有的臨床醫學一樣，需要了解疾病的定義、病因、表現、診

斷、分期、治療、預後, 而且外科學更重視開刀的適應症、術前的評估與照

顧、手術的技巧與方法、術後的照顧、手術的併發症與預後等與外科手術相關

的問題。外科醫師進行手術的熟悉度及成功率往往須要長期的訓練及反覆的練

習。為了提昇醫學生對於外科的了解及興趣，前外科學科主任沈力揚教授於

1980 年 8 月創立『實驗外科』這門課程。前外科學科主任張心湜教授大力擴

徵設備，打下今日之基礎。2001 年，實驗外科教室獲得企業捐贈經費，更新設

備，故有書田外科技術訓練中心之成立。 

『實驗外科』課程目的希望創造一個模擬開刀房的情境，實際讓學生經由

豬隻手術了解到相關外科手術的細節及注意事項，讓醫學系五年級學生在進入

臨床外科實習前，對手術房的開刀器械、無菌技巧及其他相關外科開刀房的知

識有初步的認識和概念。本課程的內容包括了教導醫學生關於外科基本技能，

如:無菌觀念與技巧、傷口換藥、外科打結方式、外科縫合技巧、麻醉技巧、靜

脈注射練習等。最後利用動物手術實際操作三種手術，讓醫學生體驗整個手術

流程以及認識手術室環境。動物手術室共有八具操作台，每一操作台皆有麻

醉、顯示器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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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外科手術訓練中心：顯微手術是一種精細的外科技巧，可以應用在任

何專科的手術，給一位外科醫師一雙完全不同的手及一雙完全不同的眼而開啟

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手術領域，使原來無法施行的手術變為可能，在現代及未來

的外科中，顯微手術已逐漸成為一位外科醫師必備的技巧。榮民總醫院及國立

陽明大學外科有鑑於此，特別精心設置了這個「顯微手術訓練中心」，本中心共

有六操作台，每一操作台有手術顯微鏡、雙極電燒，精密手術器械。本中心安

排完整的課程，提供對顯微外科有興趣的醫師們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熟悉這種

技巧，進而造福更多的病患。 

    由於各項硬體設施及設備皆己超過 20 年，且學生人數由原本 110 位將增

加至 150 位。在林校長及神經外科許秉權的介紹引薦，台灣柏朗（B.Brown）

股份有限公司展現極高的誠意，願意幫忙提昇書田外科的硬體設備。B. Braun

是德國的醫療和製藥設備公司，目前在全球擁有 63,000 多名員工，在 60 多個

國家/地區設有辦事處和生產設施。其總部位於德國中部的梅爾松根。該公司成

立於 1839 年，仍歸布勞恩家族所有。 經過多次的開會討論及場堪，未來規劃

的手術室將會有十二台手術台。可同時提供 70-80 位學生進行動物手術。另外

也將原有的 dry lab 實驗空間改建為 60 人的會議室及臨床技能訓練中心。除

了提供醫學生內外科技能的訓練，未來的外科訓練中心也將提供給各次專外科

做為再教育訓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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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教師升等量表介紹 

在大學院校中，教師的階級從講師到教授反應了學術表現、傑出研究、卓

越教學等不同面向的成就；從學術機構的角度來看，教師升等制度除了反應教

職人員的成就，亦為鼓勵申請人往相關面向發展的指標。然而，目前多數的升

等辦法建構於教育部規章及機構領導者於經驗法則下設置的指標，這些指標多

數並未實際檢驗其反應各項表現的信效度。因此，醫學院陳震寰院長邀請於

2019 年簽署合作備忘錄的新南威爾斯大學的 Professor Boaz Shulruf 共同合

作，展開以實證導向的教師升等量表設計。 

此量表的設計網羅了臺灣十二所醫學院校的升等辦法、九種世界大學排名

的計算項目、以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的三十三位師生與行政同仁質性訪

談，共蒐集了 228 個可用於教師升等的項目；根據蒐集的項目，設計「可被觀

察或量測的指標」，分別在研究、服務、教學下設立子項目，建立去連結化的

「教師當前表現問卷」，於 2021 年七月至 2022 年三月間邀請本校醫學院的專

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填答，去連結化後用於各級職的切點分析。 

演算法係根據量表資料庫中的各級職教師表現計算而成，使用 Equal-Z 

Model (Shulruf, et al., 2018) 包含各項指標之平均值、標準誤所計算。下面以

一個例子與圖簡介，某個項目中有七位教授有 H 表現(七個右邊的綠點)，七位

副教授有 L 表現(七個左邊的紅點)，可計算出教授平均(XH)和副教授平均(XL)分



18 
 

別為 60.43 及 42.00，標準誤分別為教授 SEH = 8.34 及副教授 SEL = 3.74，在

圖中其 95%信賴區間(1.96 個標準誤)各自以綠底與紅底表示。因此，Equal Z

旨在找出兩個群體在相同的第 Z 個標準誤的時候交會，公式為: Z*SEL+ 

Z*SEH= XH−XL，因此 Z = (XH−XL)/(SEL + SEH) = (60.43-

42.00)/(3.74+8.34) = 4.03，交會的切點為 XH - 4.03*SEH 或是 XL + 4.03* 

SEL、兩者計算結果為相同的 47.71。有如 1.96 個標準誤代表 95%的信心，此

切點因為 Z 值為 4.03 個標準誤，因此該指標的信心度大於 99.99%。 

 

 

為維護醫學院聘任及升等品質，此實證為基礎的教師升等量表經由院教評

會委員檢視後，於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院教評會決議通過使用，從 111

學年度升等副教授及教授的專兼任申請人開始填寫，以協助院教評會委員綜合

評估申請人各項表現，亦協助申請人展現其研究、服務、教學的突出表現部

分。供院教評會參考的指標包含重點量表指標網狀圖、優異表現指標網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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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綜合指標分數，分別由資料庫產生之影響力強的五個指標、申請人於其他

指標優異表現的三個指標、以及經由各項指標的準確性加權後由 Equal-Z 

Model 計算所得最後分數表現。因此，雖然量表項目繁多，但能夠展示表現優

秀的個人化各項指標，能夠鼓勵申請人多元發展。且該資料庫會隨著申請人的

累積成長，各項目的平均和標準差也隨新趨勢修正，因此資料庫與演算法將與

時俱進，未來也可能創造多元升等的演算法、各指標也能在更細緻化，多面向

呈現申請人的優秀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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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發佈醫學院新聞 

開發靈芝提取物改善冠狀病毒感染，陽明交大榮獲阿基米德發明展

金牌獎 

來源：陽明交通大學新聞網                              刊登日期：2022.04.14 

 

傳醫所林東毅副教授

（中）與微免所蔡明翰助

理教授（左三）攜手合作

之研究團隊 

 

本校傳統醫藥研究所林東毅副教授與微生物暨免疫學研究所蔡明翰助理教授攜

手合作之研究團隊，在校方防疫計畫與科技部「年輕學者養成-愛因斯坦培植計

畫」經費支持下，所開發的「一種真菌蛋白用於預防冠狀病毒感染與降低冠狀

病毒引發的細胞激素風暴」，在國際著名的阿基米德發明展勇奪金牌，也為預防

病毒感染與改善新冠肺炎提供了一項潛在的新穎策略。 

2022 第 25 屆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3 月 29 日至 31 日於莫斯科舉

行，全球有近 20 個國家、超過 600 多件發明產品參展。台灣代表團共獲得 21

金、18 銀、3 銅，總成績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地主國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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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東毅副教授表示，COVID-19 持續造成全球疫情，雖然現今疫苗已經大量開

發，但面對後疫情時代，仍須有相對應策略用於減少病毒感染，甚至是降低病

毒造成的免疫風暴。若能直接針對呼吸道提供保護作用，或許能更有效預防病

毒感染機會，因此研究團隊開發一種小孢子靈芝蛋白，可用於降低病毒感染細

胞的機會，也可以有效抑制冠狀病毒誘發的急性發炎現象。 

「小孢子靈芝蛋白」已被批准為一種新型食品原料，本發明則為全球第一個闡

述小孢子靈芝蛋白是一具有潛力開發之食品。目前此發明已技術讓與給國內新

藥開發公司，後續開發將由林東毅副教授研究團隊進行更深入研究，並由技術

讓與公司做相關試驗與產品開發。 

 

團隊獲頒之「2022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金牌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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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交大重要研究成果：小孢子靈芝蛋白-GMI 也有預防 COVID-

19 的功用 

來源：陽明交通大學新聞網                              刊登日期：2022.06.04 

 

陽明交大發現小孢子靈芝蛋白

「GMI」可預防病毒感染宿主細胞 

 

 

隨著疫情升溫，臺灣確診人數不斷攀升，除了施打疫苗外，在日常生活中預防

新冠肺炎的感染亦是一大重點。由陽明交大傳統醫藥研究所林東毅副教授與微

生物暨免疫學研究所蔡明翰助理教授攜手合作的研究團隊，證實小孢子靈芝蛋

白「GMI」可以誘導宿主細胞中 ACE2 的降解，以緩解 SARS-CoV-2 假病毒的

感染。研究成果已於近日登上國際綜合與補充醫學研究領域中的著名期刊

《Phytomedicine》。 

多年來從事靈芝類蛋白研究的林東毅副教授表示，《本草綱目》中記載靈芝「益

肺氣」，顯示靈芝對於肺部具有一定的功效，因此他認為靈芝對於新冠肺炎應存

在特定角色。本次研究顯示，臺灣本土發現之小孢子靈芝中所分離出的靈芝免

疫調節蛋白-GMI（Ganoderma microsporum immunomodulatory proteins），對於

新冠肺炎病毒預防感染的機轉，證實 GMI可以透過影響宿主細胞來有效阻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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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病毒感染。此外，研究團隊成員蔡明翰助理教授更製造出一種 SARS-CoV-2

的假病毒用於模擬病毒感染宿主細胞之行為，證實 GMI不僅影響宿主細胞更可

以與病毒結合，有效阻止假病毒感染宿主細胞。 

 

GMI 降低病毒感染之相關機轉 

 

目前許多科學研究已經證

實，宿主細胞中 ACE2 蛋白

質會和 SARS-CoV-2 病毒的棘蛋白（spike protein）結合，造成病毒感染宿主細

胞。林東毅老師研究團隊證實 GMI預防病毒感染具有雙重方式：1.針對病毒，

GMI會連接在 SARS-CoV-2 病毒的 spike protein 上；2.對於宿主細胞，GMI會

促進宿主細胞上 ACE2 透過內吞作用進入細胞中進行瓦解，降低宿主細胞外

ACE2 表現量。 

另一方面，林東毅老師認為病毒透過呼吸系統感染宿主細胞，若將 GMI直接透

過呼吸道進行保護作用，或許能更有效預防病毒感染機會。因此，研究團隊透

過一種「霧化吸氣性」投藥方式，將 GMI暴露於環境中讓小鼠通過呼吸道吸入

肺臟，結果發現利用霧化給藥的方式更能有效降低小鼠肺部中 ACE2 表現量，

證實 GMI霧化給藥方式能在預防新冠肺炎方面提供一項新興的選擇。 



24 
 

 

小孢子靈芝免疫調節蛋白-GMI的蛋白

質結構 

研究團隊表示，「小孢子靈芝蛋白-

GMI」不僅可以干擾病毒與宿主細胞結合，更可以降低宿主細胞中病毒感染的

大門，來降低病毒感染的機會。此發現也於今年獲得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金牌

獎。目前 SARS-CoV-2 病毒依然持續突變中，透過中藥典籍找尋出日常生活中

就可以取得的安全食材，再經由科學驗證，或許可作為另一輔助防疫的策略。 

研究團隊強調，在疫情持續爆發的時期，「小孢子靈芝蛋白-GMI」作為一種食

品原料，雖可供民眾自由選擇作為日常食用保健，但仍須更多臨床與基礎研究

來加以證實，因此建議民眾仍須依循政府政策或詢問專業醫師來進行防疫。 

 

傳醫所林東毅副教授（右五）與微免所蔡明翰助理教授（左四）及其他研究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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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交大與劍橋研究證實：孕婦用瑞德西韋，5 成藥物代謝物可達

胎兒 

來源：陽明交通大學新聞網                              刊登日期：2022.06.07 

 

瑞德西韋代謝物通過胎盤屏障

示意圖 

瑞德西韋（Remdesivir）是治

療新冠肺炎的主力藥物之

一，由陽明交大與英國劍橋大學合作的研究首次證實，瑞德西韋代謝物可通過

胎盤屏障，懷孕投藥後有近五成藥物代謝物可進入胎兒。這項科學發現，對染

疫孕婦臨床用藥具有重大參考價值。 

瑞德西韋是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首款核准治療新冠肺炎的藥物。雖然未發現對

胎兒有顯著風險，但懷孕婦女用藥仍存有疑慮，關鍵在於瑞德西韋對孕婦與胎

兒的科學研究仍不足，目前僅建議潛在效益大於風險的情況下才給予投藥。 

陽明交大與英國劍橋大學合作的研究發現，瑞德西韋雖然無法通過胎盤屏障，

但投藥後在動物體內分解的代謝物 GS-441524 可以在羊水、胎兒、胎盤中測

得。研究團隊在動物模型中發現，瑞德西韋在投藥後 40 分鐘內可以迅速分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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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441524，60 分鐘後進入胚胎，半衰期約為 2 到 3 小時，估計母體血液中有

46%的 GS-441524 會進入胎兒體內。 

左圖：蔡東湖教授（左）與英國劍橋大學 Jeffrey W. Dalley 教授合影；右圖：本次研

究成果來自研究團隊自行研發的微透析探針 

研究團隊透過自行研發的微透析探針，在懷孕母鼠的血液、胎盤、羊水、胎兒

中取樣，並以質譜儀分析藥物代謝濃度，最終發現母體血液中的藥物代謝物，

約有 71%會到達羊水、46%會達到胎兒、35%會到達胎盤。 

藥物雖然有治療效果，但對身體而言仍是外來異物，因此身體會有一連串機制

來代謝藥物。以瑞德西韋為例，其活性代謝物是三磷酸代謝物，此代謝是在細

胞反應產生，常以及其循環代謝物 GS-441524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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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德西韋代謝物在母體血液、羊

水、胚胎與胎盤之藥物動力學分析 

這項藥物動力學研究對於懷孕婦

女的臨床用藥彌足珍貴。主持研

究的陽明交大傳統醫藥研究所蔡

東湖教授表示，瑞德西韋是現階段治療新冠肺炎的重要藥物，但藥物本身及其

代謝物能否通過胎盤屏障，以及藥物動力學尚未完全清楚，以至於影響孕婦染

疫後的用藥。他說，瞭解藥物在體內的代謝過程，是決定臨床用藥的重要依

據，研究證實藥效可以達到胎兒，不過仍需更多藥理與毒理試驗。 

參與這項研究的，包含傳統醫藥研究所博士生楊淩、碩士生林怡馨、國家中醫

藥研究所林麗純研究員，以及英國劍橋大學 Jeffrey W. Dalley教授。這項研究已

刊登於《刺胳針》（Lancet）旗下的科學期刊《eBioMedicine》。 

 

傳醫所蔡東湖教授（左二）與實

驗室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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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特色演講與活動 

醫學院重要論文專題演講 

日期：2022 年 6 月 16(四) 12:00-13:20 

地點：視訊會議 

講者 時間 題目 評論者 主持人 

陳亮恭教授 12:10-12:30 

Effects of incorporating multidomain 

interventions into integrated primary 

care on quality of life: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王瑞瑤教授 

王署君副院長 黃怡翔教授 12:30-12:50 

Evolutionary Learning Derived Clinical-

Radiomic Models for Predicting Early 

Recurrenc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Resection 

吳育德教授 

陳世彬教授 12:50-13:10 

Blood brain barrier perme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reversible cerebral 

vasoconstriction syndrome assessed 

with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盧家鋒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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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與異動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聘教師 

 醫學系醫學人文暨教育學科 黃宣穎老師 

 衛生福利研究所 簡麗年老師 

 生理學研究所 簡千栩老師 

 醫學系解剖學科 蔣偉程老師 

 醫學系耳鼻喉科 鄭彥甫老師 

 醫學系外科學科 彭成康老師 

 醫學系急診醫學科 顏鴻章老師 

 醫學系內科學科 胡瑜峰老師 

 

111 學年度醫學院任一、二級行政單位主管、副主管（含功能性）名冊 

 楊慕華副校長 

 楊令瑀副教務長 

 蔡金吾研發長 

 李美璇副研發長 

 研究發展處計畫業務一組 李美璇組長(代理)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陳麗芬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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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兵岳忻校聘中心主任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綜合規劃二組 兵岳忻組長 

 校務大數據研究中心 林逸芬校聘副中心主任 

 校務大數據研究中心企劃與考核組 林逸芬組長 

 

111 學年度新任主管 

 教學副院長 凌憬峯 教授 

 醫務管理研究所所長 黃心苑 教授 

 衛生福利研究所所長 簡麗年 教授 

 醫學系小兒學科科主任 張瑞文 副教授 

 國際衛生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莊宜芳 副教授 

 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莊宜芳 副教授 

 

卸任主管 

 教學副院長 楊令瑀 教授 

 醫務管理研究所所長 林寬佳 教授 

 衛生福利研究所所長 蔡憶文 教授 

 醫學系小兒學科科主任 楊令瑀 教授 

 國際衛生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黃心苑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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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黃心苑 教授 

 

新聘職員 

 腦科學研究所 周怡忻 

 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黃天皓 

 

院務會議（委員任期：111.08.01~113.07.31） 

當然委員 – 陳震寰、張世慶、王世典、陳怡仁、張瑞文、林佩玉、陳志強、王

培寧、王署君、白雅美、戴世光、凌憬峯、林子平、高崇蘭、李芬瑤、陳育

群、嵇達德、陳亮恭、鄭瓊娟、吳鈺琳、嚴錦城、楊秀儀、陳娟瑜、簡麗年、

黃心苑、紀凱獻、許瀚水、丁乾坤、楊智傑、王錦鈿、黃怡翔、陳方佩、吳俊

穎、莊宜芳、陳念榮、鄭子豪 

遴選委員 – 阮琪昌、雷文玫、周穎政、楊慕華、林寬佳、鄧宗業、李新城、林

邑璁、陳美蓮、黃自強、楊振昌、曹玄明、蔡金吾、兵岳忻、吳肖琪、李怡

萱、林志慶、林惠菁、陳世彬、喬芷、葉添順、林逸芬、陳信任、黃嵩立、楊

定一、楊純豪、林明薇、陳瓊梅、陳麗芬、蔡東湖、鄭玫枝、鄭浩民、王先

逸、楊智宇、陳斯婷、潘文驥、張景智、藍耿立、侯珮珊、洪哲倫、李美璇、

張原翊、許馨文、葉宜秦、蔡瑋玲、余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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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連結 

 

 

歡迎至醫學院網站查看更多相關資訊 

https://som.nycu.edu.tw/ 

 

 

並加入醫學院 LINE 官方帳號，隨時查詢相關資訊！ 

  LINE ID：＠486anwue 

 
  



33 
 

與院辦聯絡 

院長辦公室 

院長 陳震寰 (分機 67202) chchen3@nycu.edu.tw 

院辦助理 葉宜秦 (分機 65112) ycyeh@nycu.edu.tw 

院辦助理 蔡瑋玲 (分機 65150) wltsai@nycu.edu.tw 

院辦助理 李韻玄 (分機 65113) yunsyuan@nycu.edu.tw 

院辦助理 賴沛沂 (分機 65160) pylai@nycu.edu.tw 

 

副院長 

研究副院長 王署君 (北榮分機 7578) sjwang1@nycu.edu.tw 

 兼任秘書 李韻玄 (分機 65113) yunsyuan@nycu.edu.tw 

執行副院長 吳俊穎 (分機 67155) cywu4@nycu.edu.tw 

兼任秘書 鄭柏吟 (分機 66432) pycheng.md05@nycu.edu.tw 

教學副院長 凌憬峯 (分機 67198) jflirng@vghtpe.gov.tw 

兼任秘書 葉亭君 (分機 65352) janeyeh01.20@nycu.edu.tw 

兼任秘書 陳姿婷 (分機 67275) han7275@nycu.edu.tw 

國際副院長 黃心苑 (分機 67372) syhuang@nycu.edu.tw 

兼任秘書 何育娟 (分機 65334) eycho@n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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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召集人 

臨床領域召集人 凌憬峯 (分機 67198) jflirng@vghtpe.gov.tw 

 兼任助理 陳姿婷 (分機 67275) han7275@nycu.edu.tw 

基礎領域召集人 嚴錦城 (分機 67090) jcyen@nycu.edu.tw 

 兼任助理 陳雨凡 (分機 66466) oreocat@nycu.edu.tw 

公衛領域召集人 黃心苑 (分機 67372) syhuang@nycu.edu.tw 

 兼任助理 李珮禕 (分機 65365) pyli@nycu.edu.tw 

  

發 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 

發行人／陳震寰 

總 編／黃心苑 

編 輯／李韻玄 

協助撰文／李新城、張世慶、梁立霖、黃心苑、黃品翔、黃宣穎、蔣偉程、簡千栩、簡麗年 

（按姓氏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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