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教組指導教授參考名單-教育領域

教 授 (依姓氏筆劃排序)

姓名 方基存

職稱 教授 兼 林口長庚醫院腎臟科系主治醫師

學歷 台北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專長 內科學 、腎臟學、急性腎衰竭、醫學教育、教育評鑑

姓名 王光正

職稱 工商管理學系教授、企業文物館館長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博士

專長 產業經濟、國貿理論、財務經濟、政治經濟學

姓名 王淑玲

職稱 兼任教師、台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教授

學歷 美國南加州大學哲學博士

專長 網路學習心理學、網路合作學習、動機與學習、教育心理學、發展心理學

姓名 李立昂

職稱 教授 兼 林口長庚醫院耳鼻喉部喉科主任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醫學教育組碩士

專長 醫學教育、行動數位學習、臨床教學、耳鼻喉頭頸外科

姓名 紀景琪

職稱 林口長庚醫院皮膚科教授、台灣實證醫學學會理事長

學歷 英國牛津大學臨床醫學博士

專長 實證醫學、流行病學、研究設計、醫學論文寫作、皮膚科學、雷射醫學、美容醫學

姓名 唐婉如

職稱 護理系教授

學歷 美國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g Kansas)護理博士

專長 課程設計與發展、護理教育、量性護理研究、護理研究概論

姓名 張淑卿

職稱 教授 兼 人文及社會醫學科科主任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歷史學博士

專長
世界醫學史、人文及社會醫學、公衛歷史調查、西方醫療文化史、現代醫學演進、科技與社會

研究、傳染病史

姓名 莊正鏗

職稱 教授 兼 林口長庚醫院泌尿科顧問級主治醫師

學歷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專長 醫學教育、臨床教學、外科學、泌尿外科

姓名 陳明岐

職稱 公共衛生學科教授

學歷 美國約翰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生物統計學博士

專長 生物統計、台灣雙發性腫瘤的風險與存活研究 、多變量存活分析、長期縱向資料分析

姓名 陳美伶

職稱 護理系教授

學歷 美國馬里蘭大學護理博士

專長 癌症病人的憂鬱與疼痛、癌患病人之照顧者、癌症症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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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陳麗如

職稱 通識中心社會科教授

學歷 澳洲拉籌伯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社會學博士

專長 特殊教育、生涯轉銜輔導、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與評量、身心障礙學生教學與輔導、研究法

姓名 葉森洲

職稱 教授 兼 林口長庚醫院心臟內科顧問級主治醫師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專長 醫學教育、臨床醫學、心臟血管疾病、心律不整、心臟核子醫學

副教授 (依姓氏筆劃排序)

姓名 周宏學

職稱 副教授 兼 林口長庚醫院婦癌科主治醫師

學歷 台北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專長
婦產科學、婦科手術、婦科癌症手術、化療及相關診治、杜卜勒超音波、臨床試驗設計及執

行、醫學教育研究及推廣

姓名 林雅萍

職稱 人文及社會醫學科副教授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哲學博士、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系研究、奧地利林茲大學社會學系暨

哲學與科學研究中心

專長
Iris Murdoch、倫理學、生命與醫療倫理、醫學教育。女性主義關係自主理論；醫療決策中的性

別、權力與家庭動態；知識不正義；親屬間活體器官捐贈倫理議題。

姓名 高軒楷

職稱 副教授 兼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學士

專長 骨科學、兒童骨科、外傷骨折重建、醫學教育

姓名 張玉喆

職稱 副教授 兼 醫學系副系主任、林口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副科主任

學歷 陽明大學急重症醫學研究所碩士、澳洲福林德斯(Flinders University)臨床教育(網路)碩士

專長 急重症醫學，兒童急診醫學，醫學教育，醫學模擬教育，專業認同

姓名 張寓智

職稱 副教授 兼 林口長庚醫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學歷 中山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專長 基礎神經醫學、臨床神經醫學、醫學教育

姓名 陳惠茹

職稱 早療所副教授

學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博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碩士

專長 幼兒教育語言發展、讀寫能力、教育心理、親職教育

姓名 黃建達

職稱 副教授 兼 林口長庚醫院內科部副部長、林口長庚醫院胸腔內科系呼吸道疾病科主治醫師

學歷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澳洲福林德斯(Flinders University)臨床教育(網路)碩士

專長 醫學教育、敘事醫學、氣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慢性咳嗽、胸腔保健及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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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趙從賢

職稱 副教授 兼 林口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主治醫師、林口長庚醫院臨床技能中心主任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流病暨預防醫學研究所生統組博士、澳洲福林德斯(Flinders University)臨床教育

(網路)碩士

專長 急重症醫學、臨床毒物學、醫學教育(臨床教學、評量與回饋、執業準備)、生物統計與流行病學

姓名 劉嘉逸

職稱 副教授 兼 醫學系副系主任、林口長庚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學歷 陽明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專長 心身醫學、  精神醫學、  流行病學、  醫學倫理

姓名 劉濟弘

職稱 副教授 兼 台灣神經學學會秘書長、林口長庚醫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學歷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醫學教育組碩士

專長 腦血管疾病、臨床神經學、神經超音波、醫學教育

姓名 歐良修

職稱 副教授 兼 林口長庚醫院兒童內科部副主任

學歷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澳洲福林德斯(Flinders University)臨床教育(網路)碩士

專長 醫學教育，專業素養，學員輔導，教學評量

姓名 蔡培癸

職稱 公共衛生學科副教授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統計學博士

專長 生物統計、環境統計、兒科世代研究、資料庫分析

姓名 鄭昌錡

職稱 副教授 兼 林口長庚醫院腎臟科專責教學主治醫師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學士、 長庚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碩士、 澳洲福林德斯大學(Flinders

University)臨床教育碩士

專長 腎臟醫學、內科醫學、老年疾病照護、醫學教育、醫務管理

姓名 謝明儒

職稱 副教授 兼 醫學系系主任、林口長庚醫院胸腔外科主治醫師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澳洲福林德斯(Flinders University)臨床教育(網路)碩士

專長 模擬教學、師資培訓、課程設計

助理教授 (依姓氏筆劃排序)

姓名 李舒中

職稱 人文及社會醫學科專任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人類學博士、美國新社會科學研究院心理學碩士

專長
醫療人類學、心理人類學、兒童人類學、醫學人文與醫學教育、質性方法、台灣研究：族群與

國族主義義；文化與情緒；飲食文化；客家文化研究

姓名 傅仁煇

職稱 助理教授 兼 林口長庚醫院新生兒科主治醫師

學歷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臨床醫學博士、澳洲福林德斯(Flinders University)臨床教育(網路)碩士

專長

一般兒科疾病、新生兒重症加護、早產兒重症加護治療、氧氣自由由基傷害、新生兒肺部疾病

及治療、嬰幼兒急重症、嬰幼兒預防保健，電子學習歷程，回饋，反思式學習，客觀評量，臨

床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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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廖國臣

職稱 助理教授 兼 林口長庚醫院一般內科暨高齡醫學科主治醫師

學歷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教育心理(醫學教育)碩士

專長 老人醫學、醫學教育

姓名 趙銘崇

職稱 助理教授 兼 EMBA醫管組班主任

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博士

專長 人力資源管理、勞資關係、組織績效、勞動法

姓名 蕭政廷

職稱
助理教授 兼 嘉義長庚醫院副院長、嘉義長庚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執行副主席、嘉義長庚醫院師

資培育中心主任、長庚醫院醫學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學歷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醫學教育組碩士

專長 急診醫學、內科醫學、重症醫學、災難醫學、毒物學

護理領域-校外師資
姓名 陳淑賢

職稱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行政中心護理管理部組長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兼任副教授、長庚大學護理

系兼任副教授

學歷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國立陽明大學社區護理碩士

專長 兒科護理、臨床護理教育、護理行政、內外科護理

姓名 賀倫惠

職稱 助理教授 兼 林口長庚醫院護理部護理主任

學歷 長庚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碩士

專長 護理學、急重症護理、品質管理、病人安全

姓名 林秋子

職稱 林口長庚醫院護理部護理副主任

學歷 長庚技術學院 R.O.C 護理系 學士、長庚大學 R.O.C 資訊管理研究所 碩士

專長 護理學、醫學教育

姓名 范君瑜

職稱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急重症組教研會專任教授

學歷 美國華盛頓大學 護理研究所(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nursing)博士

專長
神經內外科加護護理、量性研究、護理教育、頭部外傷病人創傷後症候群、OSCE - 護理領域、

DML - 護理教育

姓名 張麗春

職稱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公衛長照組教研會專任教授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衛生教育學系 博士

專長 公共衛生護理、學校衛生、衛生教育、醫學教育、e-learning、多元文化照護

姓名 簡淑慧

職稱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公衛長照組教研會專任副教授

學歷 美國華盛頓大學 護理研究所(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nursing)博士

專長
癌症護理、安寧護理、量性研究及臨床隨機研究設計、骨轉移疼痛、按摩於癌症之臨床應用、

另類治療於癌症之臨床應用、運動處置於化療相關之周邊神經病變、護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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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趙莉芬

職稱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內外科組教研會專任副教授

學歷 長庚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博士

專長 腫瘤護理、腎臟護理、內分泌疾病護理、傳染病護理、實證護理、多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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