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事會名單及個人經歷 

張文昌 董事長 

 

現職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長 

臺北醫學大學講座教授 

成功大學名譽特聘講座 

中央研究院院士 

經歷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委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生物科學發展處處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副院長 

國立成功大學藥理學科教授、主任、基礎醫

學研究所所長 

學歷 
日本東京大學藥學部藥學研究科博士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學士 

 

王惠鈞 董事 

 

現職 

中央研究院客座講座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營運中心代執行長 

國立臺灣大學生科院生化科學研究所特聘研

究講座 

國際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聯盟會長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董事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 

經歷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 

中華民國生物物理學會理事長 

臺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會理事長 

亞太生化暨分生科學家聯盟會長 

學歷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化學系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學士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碩士 

 

  



 

李祖德 董事 

 

現職 

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 

國家衛生研究院(NHRI)諮詢委員 

行政院衛福部生技法規策略諮議會委員 

鑽石生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 

經歷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長 

行政院科技部產學推動諮議會諮議委員 

北京美大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董事長 

漢鼎亞太創投公司(中國)總經理 

香港中安基金管理公司總經理 

山東科興生物製品有限公司(北京大學合資)

董事長 

學歷 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學士 

 

李炫昇 董事 

 

現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骨科系教授級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關節重建醫學會理事長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 

經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院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執行副院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副院長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副院長 

林口長庚醫學中心骨科部部主任 

林口長庚醫學中心骨科部關節重建科科主任 

美國史丹福大學骨科客座助理教授 

學歷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林幸榮 董事 

 
現職 

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教授 

臺北榮總健康管理中心主任 

臺北榮總心臟內科主治醫師 

心臟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 

臺灣血脂衛教協會理事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名譽理事 

中華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榮譽總編輯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 

經歷 

陽明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醫學院代理院

長/醫學院副院長 

陽明大學心臟血管疾病研究中心主任 

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 

臺北榮總醫學研究部主任/教學研究部主任/

心臟內科主任 

亞太心臟學會副會長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心臟基金會執行長 

心臟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秘書長 

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理事長 

臺灣高血壓學會副理事長 

臺灣介入性心臟血管醫學會常務監事 

中華醫學會雜誌總編輯(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Taiwan Chapter 

Governor 

科技部(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內科系醫學(一)

召集人 

學歷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博士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林從一 董事 

 

現職 

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 

教育部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主持人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 

經歷 

臺北醫學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創院院長 

臺北醫學大學人文講座教授 

教育部通識教育中綱計畫總主持人 

政治大學政大書院計畫主持人 

政治大學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臺灣哲學學會 會長 

學歷 

美國愛荷華大學哲學博士 

政治大學哲學研究所哲學碩士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學士 

 

吳志雄 董事 

 

現職 

行天宮醫療志業執行長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院長 

臺北醫學大學講座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 

經歷 

臺北醫學大學雙和醫院院長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院長 

臺灣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臺灣消化系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臺灣醫院協會副理事長 

學歷 
日本獨協醫科大學第一外科博士 

臺北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胡俊弘 董事 

 

現職 

臺北醫學大學拇山綠杏講座教授 

台北仁悅皮膚科診所負責醫師 

國際皮膚醫學會聯盟國際理事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 

經歷 

臺北醫學大學校長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創所所長 

史丹福大學助理教授、副教授、臨床教授 

臺灣皮膚科醫學會理事長 

學歷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陳玲玉 董事 

 

現職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 

家樂福文教基金會董事 

快樂學習協會(兒童秘密基地)監察人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監察人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 

經歷 
兆豐金融控股公司監察人 

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董事長 

學歷 
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臺灣大學法律學士 

 

陳肇隆 董事 

 

現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名譽院長 

中國工程院 院士 

醣基生醫公司 董事長 

臺北醫學大學 董事 

經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院長 

長庚大學 教授 

美國 RAND智庫 亞太政策諮詢委員 

學歷 

瓜地馬拉聖卡羅斯大學 名譽博士 

巴拉圭亞松森大學 名譽博士 

正修科技大學 名譽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士 

 



 

郭瑛玉 董事 

 

現職 
明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 

經歷 

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

委員 

國立陽明大學校務顧問 

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創院行政副院

長 

學歷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動物科學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技系學士 

 

許庭禎 董事 

 

現職 

許庭禎牙醫診所院長 

高雄市牙醫師公會榮譽顧問 

臺灣牙醫植體醫學會顧問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 

經歷 

臺北醫學大學校友總會總會長 

高雄西北扶輪社社長 

臺灣牙醫植體醫學會理事長 

南臺灣牙醫植體醫學會創會理事長 

高雄市牙醫師公會理事長 

臺北醫學大學高屏區牙科校友會創會理事長 

學歷 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趙宇天 董事 

 

現職 
Newport Healthcare Advisors董事長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 

經歷 美國華生藥廠董事長 

學歷 
美國普渡大學藥學工程博士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學士 



 

蘇慶華 董事 (自 110年 3月 23日起缷任) 

 

現職 

臺灣原生藥用植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社團法人臺灣永續建築環境促進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臺灣食品安全營養研究基金會董事

長 

臺北醫學大學微生物免疫學科名譽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 

經歷 

臺北醫學大學代理校長 

臺北醫學大學副校長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微生物免疫學科教授/

講座教授 

學歷 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博士 

 

魏哲和 董事 

 

現職 

大同大學講座教授 

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兼任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 

經歷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教育部顧問室主任 

交通大學副校長 

交通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院長 

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所長 

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系主任 

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教授 

學歷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士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碩士 

 

  



 

陳瑞杰 董事 (自 110年 7月 19日起就任) 

 

現職 臺北醫學大學講座教授 

經歷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院長 

臺北醫學大學管理發展中心主任 

萬芳醫學中心副院長兼外科部主任 

臺灣外科醫學會常務理事 

臺灣外傷醫學會理事長 

學歷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