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屆理監事選舉 

 

                               理事候選人名單 

編號 理事候選人 編號 理事候選人 

1 王照元 16 陳怡芳 

2 王焰增 17 陳明仁 

3 吳昌翰 18 陳嘉興 

4 李興中 19 曾大千 

5 林文瑋 20 黃志中 

6 林克亮 21 楊森安 

7 林宜玫 22 蔡婉琪 

8 林綉茹 23 賴鴻政 

9 胡泉馨 24 謝元欽 

10 孫孝芳 25 謝雅茹 

11 張文震 26 顏里真 

12 張榮賢 27  

13 莊國祥 28  

14 莊智弘 29  

15 許晉勳 30  

 監事候選人名單 

編號 監事候選人 編號 監事候選人 

1 吳昌翰 7 劉校生 

2 林宜玫 8 鄭添祿 

3 柯建志 9 謝元欽 

4 張惠人 10  

5 曹德安 11  

6 黃旼儀 12  

備註： 

1. 依本會章程第十四條規定，應選出理事十五人、監事五人，並依計票情形選出候補理事五人，

候補監事一人。 

2. 本選舉採無記名連記法，每張選票最多可分別圈選理事十五名及監事五名。 

 



第五屆理事候選人名冊 
序號 姓名 現任本職 學經歷 

1 王照元 

1.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院長 

2.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臨床醫學研究部/主任 

3. 台灣外科醫學會/常務理事 

4. 台灣腸道暨靜脈營養醫學會/常務

理事 

5. 台北醫學大學臨床藥物基因體學

博士學程/合聘教授 

6.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子工程

系/合聘教授 

7. 國立中山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合

聘教授 

8. 台灣消化外科醫學會/理事 

9. 高雄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教

授 

10.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教授 

學歷 :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 

1.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外科/主治醫

師 

2. 高雄醫學大學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學

術推動組/組長 

3.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研發組/組長 

4.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規劃組/組長 

5.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班主

任 

6.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 Stony Brook 分校

腫瘤學/研究員" 

 

 

 

2 王焰增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化學科/副教授 

學歷: 

中山大學化學系 

經歷 :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化學科/助理教授 

3 吳昌翰 
翊准國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廠

長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臨床醫學研究部

研究發展室/主任 

4 李興中 

1.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院長 

2. 國泰綜合醫院大腸直腸外科/主任

級醫師 

3.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TCOG)大腸直腸癌研究委員會/委員 

4. 國泰綜合醫院癌症委員會/委員 

5. 國泰綜合醫院/癌症登錄主任 

6. 國泰綜合醫院圖書管理委員會/副

主任兼圖書室主任 

7. 輔仁大學醫學系/部定講師 

學歷 

1. 國立中央大學系統生物與生物資訊研

究所/博士 

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 

經歷 

1. 臺灣大腸直腸醫學會/理事 

2. 臺灣內視鏡外科醫學會/理事 

3. 國泰綜合醫院外科部/主任 

4. 國泰綜合醫院癌症資料庫品質提升管

理組/主任 

5. 美國梅耶醫院大腸直腸外科/研究員 

5 林文瑋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實驗診斷科/助

理教授 

學歷 :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 

 



6 林克亮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

學系/副教授 

學歷 : 

國立臺灣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博

士 

經歷 : 

1. 中山醫學大學視光學系/系主任   

2. 中山醫學大學推廣教育組/組長 

7 林宜玫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副教

授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 

1.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助理

教授 

2. 國立成功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博士

後研究員 

8 林綉茹 
翊准國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學歷： 

高雄醫學院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 

1. 輔英科技大學/學術研究副校長 

2. 輔英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3. 輔英科技大學生醫技術研發中心/主

任 

4.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醫學遺傳學研究

所/教授 

5.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實驗診斷科/教

授 

6.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實驗診斷科/副

教授 

7. 高雄醫學大學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

主任 

9 胡泉馨 亞醫醫學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學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造船系/學士 

經歷： 

1. 亞醫醫學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 亞醫醫學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

理 

3. 亞醫醫學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專

員 

11 孫孝芳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學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遺傳學/博士 

經歷： 

1. 國立成功大學研發處/副研發長 

2. 國立成功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



總中心/副執行長 

3. 國立成功大學研發處學術發展組/組

長 

4. 國立成功大學基因體醫學中心基因體

醫學中心/主任 

5. 國立成功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副教

授 

6. 國立成功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助理

教授 

7. 中山醫學院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 

8. Iowa State University-Animal Science/ 

Post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11 張文震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血液腫瘤科副教授

級/主治醫師 

學歷： 

中山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經歷： 

1.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血液腫瘤科/主治

醫師 

2.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血液腫瘤科/總醫

師 

3.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內科部/住院醫師 

4. Department of Surgery, Mount Zion 

Cancer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Research Fellow 

12 張榮賢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教授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1.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所長 

2.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生化學科/教授 

3.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生化學科/副教授 

4. 康乃爾大學生化科/副研究員 

5.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博士後研

究 

13 莊國祥 台北醫學大學生藥學研究所/副教授  

學歷 :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 

1. 台北醫學大學生技醫療產業研發博

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2. 台北醫學大學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

程/助理教授 

14 莊智弘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檢驗生物技術

學系/副教授 

學歷: 

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1.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檢驗生物技

術學系/助理教授 

2.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

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3.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標記暨生技藥物

中心/助理研究員 

15 許晉勳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醫事技術系/助理

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 

1.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醫事技術系/助理

教授 

2. 臺大醫院基因醫學部/博士後研究員 

16 陳怡芳 

1.達易特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 

2.台灣檢驗醫學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1. 台灣檢驗醫學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2. 中華民國傑出企業管理人協會/專業

委員 

3. 高雄市醫事檢驗師公會/顧問 

4. 高雄醫學大學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17 陳明仁 

1. 馬偕紀念醫院大腸直腸外科/主治

醫師 

2. 馬偕醫學院生醫所/專任助理教授 

3.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科/兼

任助理教授 

4. 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常

務監事 

學歷： 

1. 英國伯明罕大學癌症研究所/博士 

2.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經歷： 

1. 馬偕紀念醫院大腸直腸外科/主任 

2. 中華民國外科專科醫師 

3. 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專科醫師 

4. 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監事 

18 陳嘉興 
義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外國學生專班

/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華聯生物科技檢測服務處/處長 

19 曾大千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副教授 

學歷： 

生命科學系/博士 

經歷： 

1. 國立成功大學/助理教授 

2.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計畫助理教授 

3. 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 

 



20 黃志中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學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教育

學/博士 

經歷：  

1.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副教授 

2.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醫

務秘書 

3.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家庭

醫學科/主治醫師 

4.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5.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6.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社區

醫學部/主任 

7.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局長 

8.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兼任

副教授 

9. 輔英科技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兼任

副教授 

10.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

會/委員 

21 楊森安 楊皮膚科/負責醫師 

學歷： 

1. 高醫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2. 高醫醫學院/碩士 

經歷： 

1.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主治醫師 

2. 旗山醫院皮膚科/主任 

22 
蔡婉琪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檢驗生物技術

學系/副教授 

 

學歷 : 

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 

1. 高雄醫學大學國際事務處學術合作

組/組長 

2.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檢醫部/總級

醫檢師 

3.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

學系/助理教授 

4.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藥理學院/博士

後研究 

23 賴鴻政 

1.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 

2. 衛福部雙和醫院/副院長 

3. 衛福部雙和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4. 國防醫學院/合聘教授 

學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1. 三軍總醫院婦產部婦癌科/主任 



5. 台灣婦癌醫學會/理事 2. 美國俄亥俄州大癌症中心/研究學者 

3. 美國 Arthur G.James Cancer Hospital/

進修醫師 

4. 德國癌症中心/研究學者 

5. 中華民國婦癌醫學會/監事 

24 謝元欽 
義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外國學生專班

/助理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標記暨生技藥物研究

中心/助理研究員 

25 謝雅茹 
高醫大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副教

授 

學歷 : 

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

系/博士 

26 顏里真 

高雄醫學大學研究發展處行政規劃組

/組員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1. 高雄醫學大學產學營運處/專案經理 

2.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臨床醫學研

究部/助理研究員 

3.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臨床醫學研

究部研究能力培育室/主任 

 

第五屆監事候選人名冊 
 監事 

1 吳昌翰 
翊准國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廠

長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臨床醫學研究部

研究發展室/主任 

2 林宜玫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副教

授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 

1.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助理

教授 

2. 國立成功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博士

後研究員 

3 柯建志 
高醫大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助理

教授 

學歷: 

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4 張惠人  

1. 翊准國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2.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牙科/主治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學士 

經歷： 



醫師 

 

1. 輔英科技大學/執行董事 

2. 輔英科技大學醫學與健康學院/講師 

3.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副院長 

4. 屏東縣海上救難協會/理事長 

5 曹德安 
輔英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副教授 

學歷： 

國防醫學大學生命科學/博士 

經歷： 

1. 輔英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助理教授 

2.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博

士後研究員 

3.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研究助

理 

6 黃旼儀  

1.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腫瘤

科/主任 

2.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癌症中心/主任 

3.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放射線治療

學科/教授 

4.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腫瘤

部/主治醫師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1.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標記暨生技藥物研

究中心/副主任  

2.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放

射腫瘤科/主任 

3.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放射線治療學/

主任 

4.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副教授 

5.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助理教授 

6.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小兒科/總住

院醫師 

7.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腫瘤科/

總住院醫師 

8. 中華民國放射腫瘤專科醫師 

9. 中華民國小兒專科醫師 

10. 台灣乳房醫學會專科醫師 

11. 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專業認證

醫師 

7 劉校生 

高雄醫學大學熱帶醫學碩士學位學程

/客座特聘教授 

 

學歷： 

美國德州理工大學生物分子學/博士 

經歷： 

1. 國立成功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所長 

2. 國立成功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寄生蟲學科/主任 

3. 國立成功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副教授 

4.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解剖及細胞生物學

研究所/助理教授 

5.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系/助教 

8 鄭添祿 

1.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

物學系/講座教授 

2. 高雄醫學大學新藥開發暨價創研

究中心/執行長 

學歷： 

國防醫學院及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所/博

士 

經歷： 

1. 高雄醫學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2.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標記暨生技藥物中

心/主任 

3. 高雄醫學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 

4. 高雄醫學大學產學營運處/產學長 

5. 高雄醫學大學產學推動中心/主任 

6.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

系/系主任 

7. 高雄醫學大學生命科學院研究發展組

/組長 

8. 高雄醫學大學創新生物醫學育成中心

/經理 

9. 高雄醫學大學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

組長 

10. 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實驗室/博士後

研究員 

9 謝元欽 
義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外國學生專班

/助理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標記暨生技藥物研究

中心/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