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醫療器材跨領域人才培訓進階課程
「後疫情時代之創新數位醫療」

10/16 - 10/17 ; 11/ 6- 11/7, 共計4日

課程費用

報名費：新台幣 1,000 元 (主辦單位將開立發票予學員)
保證金：新台幣 5,000 元 (完成本培訓課程後退予學員)
住 宿：提供學員 10/16 及11/6 住宿 (於線上報名登記)

報名期限/ 學員名額

即日起至110年8月29日或
額滿為止/ 員額：120名

報名資格
✓ SPARK、GLORIA 、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中部大學及醫療機構、教育部種子師資
及醫材產業研發相關領域等從業人員

✓排除前二屆曾參與過之學員

詳情請參閱活動網址
http://nicr.nhri.org.tw/2021mdtc/

地點

台中烏日-

南山教育訓練中心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gCCBK
gqNMZj5vWjL7

1st Session

Why & How

2nd Session
Trend

3rd Session
醫療器材上市經驗分享

4th Session

AI Medicine & Digital Health

5th Session
IVD 產品

設計法規認證及行銷

6th Session
生醫材料產品

案例習作及專題討論

學員提案報告及
導師講評

10/16 10/17 11/6 11/7Day 1, Sat Day 2, Sun Day 3, Sat Day 4, Sun

主辦單位：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生醫工程與奈米醫學研究所

協辦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醫藥品查驗中心、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計畫補助：強化早期臨床試驗計畫

08:10 - 08:40 Registration

08:10 - 08:40 Opening Remarks

08:40 - 12:20

1st Session

Why & How

主持人：吳柏立組長
(醫藥品查驗中心醫療器材組)

• 鄭淑玲博士 (Alira Health Partner)
• 廖承威副局長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 范文佳審查員 (醫藥品查驗中心)
• 曾育婕審查員 (醫藥品查驗中心)
• 楊清淳審查員 (醫藥品查驗中心)

12:20 - 13:30 Lunch/ Networking & Grouping

13:30 - 17:15

2nd Session

Trend
AI medicine
Digital Health
Precision
Pandemic

主持人：陳芃婷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 沈志隆基金合夥人 (台杉投資)
• 瞿志豪台灣合夥人 (橡子園創投)
• 林佳緯共同創辦人/醫師 (谷盺生技)
• 陳賦郁博士(中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17:30 - 21:00 Dinner/ Networking

08:10 - 08:40 Registration

08:40 - 12:20

3rd Session

醫療器材上市
經驗分享

主持人：蕭耀貴總經理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 田中玉會計師/合夥人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周宜錦總經理 (康聚醫學科技)
• 張世楠總經理 (康揚KARMA)
• 鍾政峰副總經理 (普瑞博生技)

12:20 - 13:30 Lunch/ Networking

13:30 - 17:15

4th Session

AI Medicine & 
Digital Health
產品設計法規
認證及行銷

主持人：陳家進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 葉秩光特聘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 魏聰哲董事長 (美萌科技)
• 劉天仁醫師/營運長 (醫乘智慧)
• 張瀞文副總經理 (益安生醫)

08:10 - 08:40 Registration

08:40 – 12:20

5th Session

IVD  產品設計
法規認證及行
銷經驗

主持人：王明哲副所長
(工研院生醫與醫材研究所)

• 廖及均行銷副總 (安盛生科)
• 朱棻玉總裁 (穎銳生醫)
• 李佩淵名譽院長 (秀傳紀念醫院)
• 陳華鍵執行長 (行動基因生技)

12:20 - 13:30 Lunch/ Networking

13:30 - 17:15

6th Session

生醫材料設計
法規認證及行
銷

主持人：林峯輝所長
(國衛院醫工奈米研究所)

• 姚南光創辦人(水狸工場)
• 曾 厚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生物化學
暨細胞分子生物學科)

• 歐耿良董事長(三鼎生技)
• 陳俊男總經理 (台灣 Exatech)

17:30 - 21:00 Dinner/ Networking

08:10 - 08:40 Registration

08:40 - 12:00

學員分組進行
案例習作專題
討論

各組導師帶領學員進行案例分析及討論

材料類

•林峯輝所長

•李佩淵 名譽院長

•廖俊仁 總經理

•蕭耀貴 總經理

AI/數位醫療

•陳家進 特聘教授

•陳賦郁博士

•劉天仁 營運長

•葉秩光特聘教授

體外診斷

•王明哲 副所長

•陳芃婷副教授

•吳柏立 組長

•姚南光創辦人

12:00 - 13:30 Lunch/ Networking

13:30 – 15:20

學員提案報告
及導師講評

15:30 – 16:00

主持人：劉滄梧副所長
(國衛院癌症研究所)

◆ 學員提案報告
• 材料類產品組學員報告
• AI及數位醫療產品組學員報告
• 體外診斷醫療器材類產品組學員報告

(每一組報告及提問總時間30分鐘)

◆ 專家及導師講評
◆ 頒獎

16:00 - 16:30 Closing Remarks

報名網址 活動網址

http://nicr.nhri.org.tw/2021mdtc/
https://forms.gle/gCCBKgqNMZj5vWjL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