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紐約區台大校友會簡訊 2019 年春季刊（第 14 期）
NTUAA-GNY eNewsletter 2019 Spring Edition (Issue 14)
編輯碎語（戴明瑞）春天來了，今年二三月，我們先推出了兩場與醫學有關的
盛宴，接著其他精彩的活動也要一一展開，請各位學長學姐持續關注校友會簡
訊及電郵通知。這簡訊，還是由斐璋和我繼續操筆，我們藉著簡訊這座連接校
友及校友會和母校的橋樑，持續關心母校及家鄉。本刊文字力求簡短有趣，三
言兩語講不完的，就提供延伸閱讀的連結。園地公開，不收費，但只收一頁內
短稿，來稿請寄 ray.m.ta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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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2/28（Thu)，台灣人醫學與生命科學職涯研討會，圓滿完成。
講座： 3/16（Sat)，華人好發癌症研討會暨臺大癌醫中心醫院介紹，圓滿完成。
春遊： 5/18 (Sat)，到 Duke Farms, New Jersey 郊遊踏青吃粽子，熱烈報名中，詳見註冊網頁。
講座： 5/25（Sat)，財經教育推廣講座（紐澤西場），籌備中。
講座：日期未定，財經教育推廣講座（紐約場），籌備中。
夏戲：日期未定，籌備中。
秋聚： 10/19 (Sat), 到 Fort Lee 參加校友會年會和老友相聚，籌備中。
旅行：四月-多瑙河遊輪，九月-波蘭華沙、柏林到慕尼黑，十二月-杜拜到新加波遊輪。
遊記將適時登於本刊，旅遊俱樂部詳情請洽賴富雄學長（dennisflai@hotmail.com）。
所有活動細節會適時公佈於校友會網站：http://www.ntuaagny.org/

母校消息
管校長在致詞時提到，他很高興隔了一年有不一樣的心情。在他上任滿一個月的現在，臺大有新的團隊 . . . [more]
在臺灣大學成立「臺灣大學–IBM 量子電腦中心 (IBM Q Hub at NTU)」，使臺灣能夠取得量子先機， . . . [more]
孟世安校長致詞時提到齊教授在《巨流河》中深深懷念留學印大的美好歲月 . . . [more]
學務長至平溪國小訪視慈幼會社區服務團，瞭解服務規劃與執行情形，並實際參與當日活動，體驗教案運作 . . . [more]
有了知識還需要有溝通知識的能力，尤其是說服聽眾的技能 . . . [more]
國人捐贈角膜量由 2013 年的 220 例，至 2018 年成長至 537 例，更提供角膜緊急修補使用 . . . [more]
伴隨著春日和煦的微風，杜鵑花恣意地綻放於臺大校園，揭開了一年一度臺大杜鵑花節的序幕 . . . [more]
「東坡肉」是臺北許多中餐館的招牌菜，這道菜的起源究竟如何?與東坡又有怎麼的關係? . . . [more]
由管中閔校長率團，南下臺中於大墩文化中心舉辦招生座談會，以「新世代大學文化，帶你看見全世界」 . . . [more]
臺大近年來辦理希望入學特殊招生管道，並推動希望計畫，旨在招收具有服務人群及利他回饋特質、雖身處逆境仍能夠奮發
向上、堪為同學典範的優秀高中生入學，目前每年招收 35 位學生 . . . [more]
邀請到本校校長管中閔院士，以「走過慘綠歲月」為題，「慘綠」一詞所表徵的是管校長年輕時的一段「荒唐」歲月，期許
以自身經歷能帶給年輕學生啟發 . . . [more]

台大校訊(NTU

Weekly e-Newsletter)：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
台大校友電子報：http://epaper.ntu.edu.tw/?p=view&listid=234%E3%80%8D
台大校友雙月刊：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

臺大校友畢業 30/40/50 年重聚會活動: http://www.ntureunion.tw/
NTU MOOC x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taiwan

華人好發癌症研討會

（葛賢芬 - 植病 64）

由永齡健康基金會託付，本校友會，醫學院校友會
及北美臺大校友會聯合會共同於 3 月 16 日
假Sheraton LaGuardia East Hotel 舉辦“華人好發癌症
研討會暨臺大癌醫中心醫院介紹”。有來賓約 100
人。
永齡健康基金會理事長尹彚
文介紹：由鴻海集團董事長
郭台銘出資興建的台大癌醫
中心醫院，歷經 10 年籌備興
建，於去年 12 月 19 日開始
對內試營運，並將於今年 7
月 4 日正式對外運作，台大
癌醫將採先進醫療設備與頂尖智能設計，連病房發藥都自動化，邁向台灣首座旗艦級
癌症醫院，並鎖定乳癌、肺癌與血癌 3 大癌症，可分流台大醫院癌患人潮。之後還有
輻射科學暨質子治療中心與癌症研究大樓將陸續落成。
楊泮池前校長主講“肺癌之精準防治”：肺癌是國人死亡率最高的惡性腫瘤，國人肺
癌明顯與西方人肺癌不同，有下列特徵：不抽煙肺癌比率高，女性第一位癌症死亡原
因，以肺腺癌爲主要形態，EGRF mutation 高，晚期病患比例高。早期偵測，早期治療
是改善肺癌存活最有效方法。低劑量斷層掃描（LDCT）為目前最有效的篩檢工具。
郭頌鑫醫師講解“台大癌醫中心醫院質子放射治療在東亞的未來展望”：相對於光子治療，
質子射缐以其特殊的劑量-深度分佈物理特性（Bragg peak），具有“輻射劑量只有在到達
腫瘤細胞深度才釋放大量能量，對其他人體組織器官的劑量損傷較小”之優勢。癌醫中心
之輻射科學及質子放射治療中心，未來期望成爲東亞國際質子治療臨床治療重鎮，教育訓
練中心和研發中心。
盧彥伸醫師主講“東亞乳癌獨特臨床病理特徵的相關研究”：進二十年來亞洲國家的年輕女性乳癌發生率逐
年增加，東亞的年輕乳癌以荷爾蒙受體陽性爲主。在永齡健康基金會的支持下，開始了一項全國性乳癌基因
研究計劃（TCGA-Asia），預計三年内受案 2000 位病人，期望在不久的未來能進一步解謎。
與會者熱烈提問，討論，是一場知識的盛宴。

台灣人醫學與生命科學職涯研討會

(郭昇翰 - 醫學 04)

隨著世界生物醫學的進展， 近年來有許多來自台灣的年輕人選擇到美國生物
醫學中心讀書或受訓 。這些勤奮勇敢的台灣年輕人，未來期望在世界舞台發光發熱，
一起帶動台灣以及世界的生技發展。但是這些年輕的台灣人在美國普遍遇到同樣的
挑戰：因為文化的差異以及不足的人際關係，所以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時候特別艱難。
所以為了幫助年輕人增強求職技能，和強化台灣人之間的交流，由台大醫學院校友
會的北美分會（NTUMCAA：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North America）主導，在今年二月二十八日舉辦了“台灣人醫學與生命
科學職涯研討會”(Taiwanese Biomedical Career Development Symposium)，希望把在
醫學與生命科學領域在大紐約區的年輕台灣人集合起來。主題是針對年輕人的生涯
規劃。我們邀請了四位專家來到紐約與年輕台灣人座談。
台大醫學院一直在在台灣醫學界有龍頭領導地位。自從我接任校友會紐約分會會長以來，希望台大醫學院校友會
也在北美承擔起團結台灣人在生物醫學界的重要角色。所以我們從台大醫學院校友出發，連結各校校友，以及其他在
紐約的台灣人，一起來參加這個活動。我們有四位主辦人，都是台大醫學院校友：路景蘭（醫研 10），李勃興（醫學
92），陳盈妤(醫學 06)，和我(醫學 04)。一開始我們的目標參加人數是 20 人，所以原定在洛克菲勒大學的一個小會議
室。但是報名人數遠遠超過我們預期，報名人數高達 90 位年輕人，所以我們向台北駐紐約辦事處詢問是否可以共同合
辦這個有意義的活動。經過和駐紐約辦事處教育組楊敏玲主任討論，楊主任很爽快地答應共同舉辦這個活動。
這次的研討會是在曼哈頓中城區的台北駐紐約辦事處大廳舉辨 （42 街與第五大道），活動當天可謂熱鬧滾滾。節目
一開始由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徐儷文大使致詞歡迎，然後由主辦人之
一路景蘭說明這個研討會的緣起以及節目內容。第一位講者是瑞士洛桑大學
的何秉智教授，介紹如何在生物醫學領域
找工作，內容涵蓋了在大學做學術研究以
及在藥廠研發的準備，如何充實自己，在
職場上更有競爭力。接下來是由加州大學
聖地牙哥分校的呂理帆教授講解在工作面
試時應注意的事項，從準備面試內容，面
試時的演講，到如何和連結面試者的期望和願景。第三位講者是由凱斯西儲大學的黃
景政教授教導如何和機構談工作內容，確保達成雙贏目標。最後，由我，現任哥倫比
亞大學助理教授，講述如何發揮自己的長處，在新的工作崗位上一展長才，並且和整
個工作團隊一起成長。研討會並且強調團結在工作崗位的重要性，這也連結到整個研
討會的宗旨，希望能夠團結更多的台灣人，一起在生物醫學界努力。活動接下來是以
討論的方式進行，與會者踴躍的提問，問題涵蓋了在生物醫學領域的職涯挑戰的各個
層面，教授們也不吝地分享他們的親身經驗。活動最後一個小時是讓大家互相交流，
進一步增進被此認識的機會。
這個的研討會的成功，不僅是因為年輕的台灣人踴躍參加，而且也是很多協辦單位的努力成果。北美台大醫學院校
友會是主辦單位，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台大景福基金會
(Taita Jing Fu Foundation)，大紐約區台灣大學校友會（NTUAAGN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Greater New York），敏盛醫療體系楊弘仁醫師 (Ming-Sheng Healthcare)，以及紐約學聯 (Federation of 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in NY)協辦。台大醫學院的校友 (也踴躍捐款，促成了這次活動。
台北駐紐約辦事處慷慨提供場地以及工作人員。會場還有提供具台灣特色的小吃以及最具代表性的珍珠奶茶，可謂賓
主盡歡，是一場具有學術知識以及台灣特色的研討會。
這次的研討會得到空前得迴響，是我們台大醫學院校友會擔負起生物醫學領導地位以及社會責任的第一步，希望透
過這個活動可以幫助更多的年輕台灣人在生物醫學領域發展，並且連結台灣官方與民間的機構，希望能夠促進台灣人
互相合作，一起為增進人類健康而努力。 （本文作者現任台大醫學院北美校友會紐約分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