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明哲主任榮獲

「國際醫療典範獎」個人獎

恭賀

安會指派，與外交部人員一同赴伊朗、阿富

汗，冒險進入時逢塔利班叛軍作亂的戰區，

評估建立難民營的可行性。2004年奉衛生署

之命擔任「災難醫療救護隊指揮官」，率領

醫療團隊前往印尼參與南亞海嘯震災的人道

醫療援助。2005年WHO於泰國普吉島召開災

後救援檢討會議，奉派擔任中華民國代表團

團長，為爭取代表團能見度不屈不撓與WHO

官員交涉協調，受到國際媒體關注，也凸顯

台灣地位的重要。2007年起連續三年前往東

非肯亞協助災難醫療教育。

由於具備豐富的國際醫療服務經驗及國

際醫療事務專長，2010年蔡醫師應本院總院

長力邀回到母校及附設醫院貢獻所學；並於

2011年協助成立國際醫療中心並擔任主任，

滿懷服務熱忱，積極投入吐瓦魯的醫療援

助。2012年帶領本院醫療團隊前往吐瓦魯醫

療服務，執行五年的「台灣醫療計畫」，以

提升吐瓦魯民眾的醫療照護品質及醫療人員

的專業能力。

鑑於我國醫界許多醫師默默投入國際醫

療服務，從事海外人道救援及醫護人員教育

訓練，廣受國際好評與肯定，希望藉此表揚

並鼓勵更多後進積極投入國際人道救援；因

此由國際醫療衛生促進協會主辦，衛生福利

部及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協辦第一屆

「國際醫療典範獎」，甄選共三位醫師個人

獎及四組醫療院所團體獎。本院國際醫療中

心蔡明哲主任榮獲個人獎，將於今年6月25

日舉辦國際醫療典範獎頒獎典禮授獎。

蔡明哲醫師1985年畢業於中山醫學院

醫學系；1999年取得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

生學院碩士學位；2015年於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並榮升教授。蔡醫

師目前任職於本院且擔任醫學系主任、國際

醫療中心主任、急診醫學部主任與醫教部主

任。

蔡醫師自任職成大醫學院暨附設醫院

期間即從事國際醫療援助工作，以宏觀的國

際視野及流利的外語能力，於2001年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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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蔡醫師畢業於哈佛公衛學院，對於公衛

教育尤其重視，連續推動吐瓦魯全國性子宮

頸抹片篩檢、慢性病防治、全國性學童健檢

計畫、編撰衛教手冊與單張、建置微生物實

驗室，並定期辦理民眾衛教與專業人員繼續

教育。為改善吐國中央醫院的管理效能，蔡

醫師積極推動建置醫療資訊系統，使其能逐

步與世界接軌。這幾年的努力已見成效，吐

國衛生部馬努業部長今年在WHA特地大力

支持，為我國仗義執言。吐國唯一媒體─電

台多次採訪，並刊登於衛生部發行的刊物。

吐國政府官員多次訪台期間，必定親自拜訪

本院表達感謝之意，尤其對蔡醫師的努力與

貢獻讚不絕口。

蔡醫師不僅參與醫療服務、推動代訓友

邦醫事人員，也不忘將自己的國際醫療專業

傳承年輕學子。身兼醫學系主任的他，經常

辦理國際醫療與國際人道援助等專題演講，

將國際醫療援助服務融入醫學教育中，希冀

培育出更多具備國際醫療專業人才。蔡醫師

帶領中山附醫團隊不斷成長蛻變，獲得友邦

國家的信賴支持，其領導長才備受同仁及各

界的肯定，仁心濟世的精神彰顯了醫療價

值，也為我國醫療外交盡一份心力。

蔡明哲醫師(左一)與WHO官員積極交涉，

出色的表現獲衛生署頒獎表揚

蔡明哲醫師(後排右三)帶領行動醫療團至

吐國執行醫療服務，獲吐瓦魯總督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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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與讚美

院長您好：

我是國立員林崇實高工的教師張芳菲，

非常想寫一封感謝信給您。我原本並不認識

貴院，也不體會醫學的崇高，直到3月11日起

到今日，我對於貴院的宗旨「醫學的目的在

救人，醫人醫病要醫心」深感認同與敬佩。 

3月11日我父親張先生無預警因腦動脈瘤

破裂大出血，從南投醫院轉到貴院急診，雖

然我家遇到最不幸的人生遭遇，爸爸幾乎當

場不治，但從急診開始，你們的醫療專業與

支持使我們倍感信任。我們選擇多次手術與

死神搏鬥，知道爸爸復原的機率渺茫，也將

有龐大的醫療照護費用，我覺得好像用巨額

金錢買一張樂透，若幸運中獎換得爸爸奇蹟

的復活，仍然值得一試。但是在這80天的過

程裏面，最讓我們感到意外的是主治醫師以

及整個醫療團隊對我們的幫助，已超乎我對

醫院的一般認知。每逢艱難決擇，主治醫師

都給我們充分的時間考慮，也立即支持我們

的決定，當我們決定手術，他似乎沒有休息

立即為爸爸安排手術。在醫學專業上，我對

主治醫師絕對信任，因我知道在最艱難的時

刻，醫病同心比一切重要，他確實也成功完

成多次手術，不負所望。難能可貴的是，主

治醫師對我們的各樣幫助，他總是很樂意幫

助我們，甚至為我們設想往後的路，我們未

曾請求他，未能給予他，主治醫師為爸爸的

治療總是積極、不辭辛勞、超過我們所想，

儘管爸爸病情仍舊令人辛勞，但我們家屬的

心，已滿被扶持。在貴院治療的80天，每一

天我都在醫院，住在加護病房的70天，每日

護理師都為我們解釋爸爸的今日病況，主治

醫師也常常與我們談上很久，直到我們沒有

任何疑問，我曉得他們工作非常辛勞疲憊，

爸爸又是很棘手的病患，然而主治醫師總是

說沒關係。我在主治醫師及醫療團隊身上看

見貴院的宗旨，不僅是救人、治病，更是醫

心，也使我對醫學與醫師有更高深的敬佩。

萬分感謝貴院的醫療素質拯救我父親的性

命，也深覺有幸遇到劉善傑醫師及許多親切

的護理師們，無以回報貴院之幫助。本人為

學校訓育組長，若是貴院需要服務志工或社

團表演，可與本人聯繫，願與之合作答謝。

張芳菲老師 敬上

感謝醫人醫病醫心的

劉善傑 
 醫師

劉善傑醫師親切而細心的為病人診視，

令病人及家屬倍感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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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105年07月-105年08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會議名稱/活動主題 主講人 地點 課程聯絡人 學分

105.07.07 07:30-08:30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視
訊研討會/都會型的

社區居家安寧

黃勝堅臺北市
立聯合醫院

總院長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5積分

105.07.09 08:20-16:10

專科護理師進階-
教學資料分析
進階工作坊

李權祐
余嘉惠

正心樓
0627電腦教室

柯佳妍
(02)

2951-5340

護士/護理師繼續教
育積分、專科護理師

繼續教育積分

105.07.12 08:30-16:00
病人安全教育研習會

(中區)

詹廖明義
林玉茹
吳叔真
周蜜淳
姜秀子
盧敏吉

正心樓
0112 教室

張瑋倫專員
(02)

27552291
轉37

繼續教育積分：專業
課程4.2點+品質課
程1.2點+感控品質

1.0點

105.07.13 12:30-13:30

Secondary 
electronic health 

data for research, 
with examples

臺大醫院臨床
試驗中心

陳建煒教授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學分申請中

105.07.16 13:00-17:00

105年癌症末期病人
照護個案研討之教育
課程兒童安寧緩和療

護課程(中區)

安寧照顧協會
講師

汝川17樓
1702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照顧協會
繼續認證4小時

105.07.20 12:30-13:30 學術演講 鍾國屏副院長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5.07.30 08:00-17:30

Beat of 2016 
ASCO Meeting 

台中精華場

中華民國癌症
醫學會

行政12樓
國際會議廳

黃小姐
(02)

2375-3867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

105.07.30 08:20-16:20

專科護理師進階-
教學教材製作
進階工作坊

李權祐
余嘉惠

正心樓6樓
0627電腦教室

柯佳妍
(02)

2951-5340

護士/護理師繼續教
育積分、專科護理師

繼續教育積分

105.08.02 13:00-15:00
台灣兒童胸腔醫學會

中區月會
陳家玉教授

汝川17樓
1703會議室

簡小姐
21728

兒童胸腔醫學會/
兒科醫學會

105.08.11 07:30-08:30
安寧網際網路

遠距視訊研討會
南投醫院
安寧團隊

內科大樓五樓
諮詢討論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5積分

1.李勇璋職能治療師參加第二屆廣州國際康復論壇科萊

瑞迪杯榮獲「輔具設計大賽冠軍」及支具製作技能大

賽季軍。

2.營養科姜秋月主任參加105年度台灣靜脈暨腸道營養

醫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榮獲壁報論文展示第二名。

3.李佳穎、黃榆倍護理師參加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

全國聯合會104年度護理創新競賽榮獲佳作獎。

4.本校呂克桓校長榮獲105年度台灣兒科醫學會獎。

5.皮膚科施朝仁醫師榮獲2015年理膚寶水亞洲皮膚科

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臨床研究組第一名。

6.皮膚科施朝仁醫師當選國立中興大學法律系校友會

常務理事。

7.國際醫療中心蔡明哲主任，高票榮獲第一屆國際醫

療典範獎個人獎。

8.整形美容重建科-鄭森隆醫師、風濕免疫過敏科-

  王世叡醫師、大腸肛門外科-黃啟洲醫師，通過台中

市政府衛生局口腔黏膜檢查教育訓練。 

醫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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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慶院區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電話：04-24739595

■文心院區 (口腔醫學研究中心)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電話：04-24718668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11號
電話：04-22621652

醫療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