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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光慧 基礎學科 慈濟大學 微生物學科

鮑氏不動桿菌的酒精、

IAA及indole 代謝以及爬行、

抗氧化壓力、

生物膜形成的基因調控。

veronica@gms.tcu.edu.tw

洪世凱 臨床學科 大林院區 放射腫瘤學科 癌症放射治療.輻射生物學 oncology158@yahoo.com.tw

林念璁 基礎學科 慈濟大學 微生物學科 多重抗藥菌的生物防治 ntlin@gms.tcu.edu.tw

高鴻文 臨床學科 花蓮院區 放射線醫學科
神經放射影像診斷學、腦中風影像、

腦瘤影像、脊椎影像
cohimeow@gmail.com

李宜恭 臨床學科 大林院區 急診醫學科 醫學教育、急診醫學、醫病溝通 lyg1968@gmail.com

王奕淳 臨床學科 台北院區 內科學科

1.慢性腎臟病的睡眠,心律變異度(自律神經失

調)、素食與酸鹼飲食

2.慢性腎臟病人藥物副作用的臨床或大數據研

究

m92chung@gmail.com

林玲君 基礎學科 慈濟大學 微生物學科 感染多重抗藥性菌株的噬菌體分離與鑑定 aphrodite@gms.tcu.edu.tw

陳灝平 基礎學科 慈濟大學 生化學科

蛋白質化學、化學生物學、微生物基因體學、

應用與環境微生物學、酵素與輔酶化學、

傳統中醫藥

hpchen@mail.tcu.edu.tw

楊美貞 臨床學科 台北院區 內科學科 sleep medicine mimimai3461@gmail.com

林聖皇 臨床學科 花蓮院區 神經學科 DBS, PD，MRI, EEG shlin355@gmail.com

蔡任弼 臨床學科 大林院區 內科學科
動脈硬化、

腎臟纖維化
tsaininimd1401@gmail.com

陳家輝 臨床學科 台北院區 外科學科
乳癌、胃癌、外傷、肝膽手術、

微創手術
procto77@gmail.com

陳國瑚 臨床學科 台北院區 婦產學科
婦產科學; 荷爾蒙內分泌學

公共衛生
alexgfctw@yahoo.com.tw

洪碩穗 臨床學科 台北院區 骨科學科 退化性膝關節炎 hung_ortho@yahoo.com.tw

黃俊豪 臨床學科 大林院區 耳鼻喉暨頭頸外科學科 神經耳科學，睡眠醫學，分子生物學 g120796@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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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弘 臨床學科 台北院區 人文醫學科 醫學教育 leontzuhungliu@gmail.com

林敬恩 臨床學科 台北院區 精神醫學科 精神醫學與大數據 chingenlinaa@gmail.com

林家禾 基礎學科 慈濟大學 藥理學科 神經藥理 與 神經科學 chlin97@mail.tcu.edu.tw

蘇詠程 臨床學科 大林院區 急診醫學科 資料庫/臨床資料分析/統合分析 drsu119@gmail.com

郭漢崇 臨床學科 花蓮院區 泌尿學科
婦女泌尿學、尿失禁、間質性膀胱炎、泌尿生

理學、功能性泌尿學
hck@tzuchi.com.tw

洪宗興 臨床學科 大林院區 內科學科 肝硬化及消化系統疾病 semiintern@gmail.com

葉光庭 臨床學科 花蓮院區 骨科學科
手外科、骨質疏鬆肌少關節炎,脊椎疾病及排

列、骨科術後品質改善
micrograft@gmail.com

吳文田 臨床學科 花蓮院區 骨科學科
頸椎手術研究、骨科基礎研究、

脊椎手術研究
timwu@tzuchi.com.tw

沈姵妤 臨床學科 台北院區 眼及視覺學科 角膜眼表疾病、乾眼症、隱形眼鏡 lizshen88@gmail.com

吳天元 基礎學科 慈濟大學 藥理學科

Pharmacogenomics

Pharmacokinetic

Network Pharmacology

tyuanwu@gms.tcu.edu.tw

吳天元 基礎學科 慈濟大學 藥理學科

Pharmacogenomics

Pharmacokinetic

Network Pharmacology

tyuanwu@gms.tcu.edu.tw

陳宗鷹 臨床學科 花蓮院區 麻醉學科
醫學教育

麻醉醫學
chenyting@mail.tcu.edu.tw

謝明宏 臨床學科 大林院區 骨科學科
骨質疏鬆症、骨盆與薦椎骨折、

骨病學、肌少症、骨腫瘤
dm239644@gmail.com

張宇勳 臨床學科 花蓮院區 小兒學科
新生兒、

幹細胞
cyh0515@gmail.com

程建博 臨床學科 台北院區 外科學科 臨床外科 ndmc0928@yahoo.com.tw

江信仲 基礎學科 慈濟大學 生化學科 癌症、血管、發炎 sjjiang@mail.tcu.edu.tw

陳彥均 臨床學科 大林院區 內科學科 消化醫學科(肝膽腸胃科)相關研究 dm498778@tzuchi.com.tw

張恩庭 臨床學科 花蓮院區 內科學科 睡眠呼吸疾病、運動心肺功能、呼吸道疾病 evan762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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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信光 臨床學科 台北院區 神經學科 腦血管疾病、失智症
sk2022@tzuchi.com.tw

stuartlin0428@gmail.com

郭漢崇 臨床學科 花蓮院區 泌尿學科 Functional Urology and Urodynamics hck@tzuchi.com.tw

王英偉 臨床學科 花蓮院區 家庭醫學科
緩和醫療、健康促進、社區醫學、原住民健

康、醫學教育
drywwang@gmail.com

王禎麒 臨床學科 台北院區 骨科學科 軟骨再生、幹細胞研究、足踝外科 xavier-wang@yahoo.com.tw

林涵宇 臨床學科 台北院區 麻醉學科
臨床麻醉學、

圍術期生理訊號分析
bbkeric@gmail.com

孫逸珍 臨床學科 台北院區 眼及視覺學科
眼角膜基礎研究、

乾眼症
yichensun.tzuchi@gmail.com

陳松鶴 基礎學科 慈濟大學 藥理學科
藥理學、分子毒理學、人類疾病之小鼠動物模

式建立與研究
chensho@mail.tcu.edu.tw

陳新源 臨床學科 花蓮院區 外科學科

Parkinson's disease; Movement disorders;

Functional neurosurgery; Neuromodulations;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s, fMRI;

paramananda.chen@gmail.com

劉安邦 臨床學科 花蓮院區 神經學科

非線性分析訊號處理、

電器生理學分子生物學、

神經肌病學

liuab@mail.tcu.edu.tw

楊昆達 基礎學科 慈濟大學 生理學科

1. 細胞內離子調控

2. 自由基,氧化傷害及細胞死亡

3. 心肌收縮力調控

4. 缺血再灌流損傷

5. 間歇性低氧細胞保護機制

6. 幹細胞增生及分化

ktyang@mail.tcu.edu.tw

徐邦治 臨床學科 花蓮院區 內科學科

 動脈硬度(arterial stiffness)、內皮功能 

(endothelial function)、週邊動脈狹窄

(peripheral artery disease) 、營養不良

(sacropenia、protein-energy wasting)

gee.lily@msa.hinet.net

黃伯仁 臨床學科 台中院區 外科學科
脊椎疾病、

腦腫瘤、腦中風
huangbr1974@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