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

焦點校聞

代表出席的歐巴尼長子唐馬斯表示，父親過世
時他才16歲，同在越南經歷一切，感覺仿如昨日；
非常感謝臺灣還記得父親，高醫大如此盛大的紀念
活動讓家人感動。紀念活動特別安排天燈祈福儀
式，唐馬斯在紅色的天燈上寫下期望大家繼續完成
其父親卡羅．歐巴尼醫師未竟志業的願望，這份
愛，希望隨天燈飄上天空。儀式最後，由校內、外
長官貴賓偕同唐馬斯為SARS犧牲的醫護家屬在校區
內植下紫藤花樹苗。紫藤是一種具有解毒驅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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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十周年回顧展

與 紀念歐巴尼醫師
系列活動

10年前，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肆虐全球，引起世人

■秘書室四組

本校也在92年5月30日最後一批在家隔離的醫護人員
歸隊之後，順利脫離SARS的威脅。

恐慌，醫護人員如臨大敵。在疫情未明朗之初，被

在SARS風暴發生的10年後，本校在「促進健康

WHO(世界衛生組識)派駐在越南河內的義大利籍歐巴

城市」的願景下，規劃為期一週的【SARS 10周年之

尼醫師首先發現SARS病毒的致命性，但他卻在協助

回顧與紀念歐巴尼醫師系列活動】，藉由回顧展、

救援的過程中，為了研究與破解這個可怕的病毒，

研討會、路跑等活動，悼念歐巴尼醫師及台灣當年

不幸感染SARS，在2003年3月29日與世長辭。由於

堅守崗位不幸犧牲的醫護英雄。

他迅速的警示，阻止了SARS疫情在東南亞各國蔓延
的可能性。

系列活動由「SARS 10周年回顧展」揭開序幕，
於102年3月27日(星期三)上午10點在國際學術研究
大樓川堂開幕，以文字與圖像重現SARS事件始末與

平醫院護士南下至附設醫院就醫而引發危機，所幸

歐巴尼醫師行誼。歐巴尼夫人因事無法前來台灣，

院方應變得宜，第一時間緊急疏散病患、加強自我

也自製影片向臺灣民眾致意。

隔離機制與隨時回報中央，使得疫情順利緩解。

末，並善盡醫學本業與大學所扮演之社會教育責

表纏綿的愛，代表對人的執著。我們將這份執著的

任，透過義診及衛教活動服務，強化民眾對疾病認

心念在本校的校園裡栽種下來，象徵歐巴尼醫師的

識與自我保健觀念，希望社會大眾能夠毋忘過去的

精神會在這世上生生不息。

SARS事件，加強重視公共衛生與個人保健。此外，

本系列活動特別感謝義大利台灣協會莊振澤會

更首次以路跑活動為號召，促進推動健康城市與國

長居中牽線邀請歐巴尼醫師長子唐馬斯到場全程參

民健康，降低文明病威脅，引領國內醫學大學促進

與，賦予活動更深的意義。本校攜手與社會大眾回

健康城市的新風潮，打造健康高雄都會與健康活力

顧此一臺灣醫療史上相當值得省思的重大疫情始

新臺灣！

SARS十周年之回顧與紀念歐巴尼醫師研討會
3月29日是全球抗煞英雄卡羅、歐巴尼醫師的
逝世十周年紀念日，本校與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
金會於此特別的日子共同舉辦SARS十周年研討會，
除了感念他的犧牲與奉獻，也希望藉此機會反思這
十年來人類與臺灣對抗新興傳染病威脅的努力歷程
與未來展望。
10年前的今日，歐巴尼醫師不敵病魔與世長辭。
今日此時，青年學子手持燭光，由唐馬斯吹奏My

前主祕及副校長陳宜民教授等進行十年的回顧
與反思，內容相當具有啟發性！

Way思念父親，全程溫馨感人。本校合唱團也獻唱

會中亦特別邀請中研院副院長陳建仁院士

「聖體頌」及「感恩的心」向堅守崗位的醫療工作

與冠狀病毒之父賴明詔院士演講後SARS時期的

人員致敬。

對策與相關研究，此外，亦安排專長於病毒流

本校於今年二月份舉辦的歐巴尼傳記徵文、徵

行病學研究之陳宜民副校長報告當年SARS病毒

圖比賽，也特別安排唐馬斯、歐巴尼頒獎給獲勝同

之流行病學與危險因子之重要研究成果，值此

學，意義非凡。

中東地區再度出現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死亡個案

研討會邀請了當年多位抗煞英雄，包括：中研

之際，相當值得國人省思。最後，研討會亦邀

院何美鄉研究員、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顏慕

請當年數位醫療工作人員共同回憶與省思那段

庸院長、王國照前校長、林幸道前副校長、黃尚志

日子所帶來之歷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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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當時也歷經了SARS風暴，本校當年也因和

藥用植物，也是歐巴尼醫師最愛的植物。紫藤花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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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出席的歐巴尼長子唐馬斯表示，父親過世
時他才16歲，同在越南經歷一切，感覺仿如昨日；
非常感謝臺灣還記得父親，高醫大如此盛大的紀念
活動讓家人感動。紀念活動特別安排天燈祈福儀
式，唐馬斯在紅色的天燈上寫下期望大家繼續完成
其父親卡羅．歐巴尼醫師未竟志業的願望，這份
愛，希望隨天燈飄上天空。儀式最後，由校內、外
長官貴賓偕同唐馬斯為SARS犧牲的醫護家屬在校區
內植下紫藤花樹苗。紫藤是一種具有解毒驅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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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十周年回顧展

與 紀念歐巴尼醫師
系列活動

10年前，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肆虐全球，引起世人

■秘書室四組

本校也在92年5月30日最後一批在家隔離的醫護人員
歸隊之後，順利脫離SARS的威脅。

恐慌，醫護人員如臨大敵。在疫情未明朗之初，被

在SARS風暴發生的10年後，本校在「促進健康

WHO(世界衛生組識)派駐在越南河內的義大利籍歐巴

城市」的願景下，規劃為期一週的【SARS 10周年之

尼醫師首先發現SARS病毒的致命性，但他卻在協助

回顧與紀念歐巴尼醫師系列活動】，藉由回顧展、

救援的過程中，為了研究與破解這個可怕的病毒，

研討會、路跑等活動，悼念歐巴尼醫師及台灣當年

不幸感染SARS，在2003年3月29日與世長辭。由於

堅守崗位不幸犧牲的醫護英雄。

他迅速的警示，阻止了SARS疫情在東南亞各國蔓延
的可能性。

系列活動由「SARS 10周年回顧展」揭開序幕，
於102年3月27日(星期三)上午10點在國際學術研究
大樓川堂開幕，以文字與圖像重現SARS事件始末與

平醫院護士南下至附設醫院就醫而引發危機，所幸

歐巴尼醫師行誼。歐巴尼夫人因事無法前來台灣，

院方應變得宜，第一時間緊急疏散病患、加強自我

也自製影片向臺灣民眾致意。

隔離機制與隨時回報中央，使得疫情順利緩解。

末，並善盡醫學本業與大學所扮演之社會教育責

表纏綿的愛，代表對人的執著。我們將這份執著的

任，透過義診及衛教活動服務，強化民眾對疾病認

心念在本校的校園裡栽種下來，象徵歐巴尼醫師的

識與自我保健觀念，希望社會大眾能夠毋忘過去的

精神會在這世上生生不息。

SARS事件，加強重視公共衛生與個人保健。此外，

本系列活動特別感謝義大利台灣協會莊振澤會

更首次以路跑活動為號召，促進推動健康城市與國

長居中牽線邀請歐巴尼醫師長子唐馬斯到場全程參

民健康，降低文明病威脅，引領國內醫學大學促進

與，賦予活動更深的意義。本校攜手與社會大眾回

健康城市的新風潮，打造健康高雄都會與健康活力

顧此一臺灣醫療史上相當值得省思的重大疫情始

新臺灣！

SARS十周年之回顧與紀念歐巴尼醫師研討會
3月29日是全球抗煞英雄卡羅、歐巴尼醫師的
逝世十周年紀念日，本校與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
金會於此特別的日子共同舉辦SARS十周年研討會，
除了感念他的犧牲與奉獻，也希望藉此機會反思這
十年來人類與臺灣對抗新興傳染病威脅的努力歷程
與未來展望。
10年前的今日，歐巴尼醫師不敵病魔與世長辭。
今日此時，青年學子手持燭光，由唐馬斯吹奏My

前主祕及副校長陳宜民教授等進行十年的回顧
與反思，內容相當具有啟發性！

Way思念父親，全程溫馨感人。本校合唱團也獻唱

會中亦特別邀請中研院副院長陳建仁院士

「聖體頌」及「感恩的心」向堅守崗位的醫療工作

與冠狀病毒之父賴明詔院士演講後SARS時期的

人員致敬。

對策與相關研究，此外，亦安排專長於病毒流

本校於今年二月份舉辦的歐巴尼傳記徵文、徵

行病學研究之陳宜民副校長報告當年SARS病毒

圖比賽，也特別安排唐馬斯、歐巴尼頒獎給獲勝同

之流行病學與危險因子之重要研究成果，值此

學，意義非凡。

中東地區再度出現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死亡個案

研討會邀請了當年多位抗煞英雄，包括：中研

之際，相當值得國人省思。最後，研討會亦邀

院何美鄉研究員、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顏慕

請當年數位醫療工作人員共同回憶與省思那段

庸院長、王國照前校長、林幸道前副校長、黃尚志

日子所帶來之歷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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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 揭牌

2013為健康高雄而跑
「2013為健康高雄而跑」3月30日(星期六)於本

發，沿路經過愛河之心、光之塔、新客家文化園

校舉辦，由高雄市政府指導，本校與國立中山大學

區、願景橋、中都濕地、唐榮磚窯廠、元亨寺、壽

合辦，委託澄清湖友緣慢跑協會承辦，約有6千位民

山動物園、法興禪寺、忠烈祠，進入中山大學後抵

眾參與。清晨6時鳴槍，由高雄醫學大學起跑，經中

達半馬中間折返點圖資大樓。會後有高醫體系動員

山大學折返高醫大。

最受歡迎的單位，提供多項免費篩檢服務和衛教活

清晨5點，周邊道路開始湧現進入會場的車潮，

動，有HIV、肝炎、骨質疏鬆篩檢；肺結核、腎臟、

高醫大陳建志董事、劉景寬校長、陳宜民副校長、

糖尿病、肝炎、防癌等衛教活動；加上闖關有獎徵

楊俊毓副校長、國立中山大學楊弘敦校長、唐馬斯．

答、運動防護、物理治療，以及現場抽獎摸彩，大

歐巴尼、高醫大附設醫院賴文德院長、高雄市立小

方 提 供 價 值 近 百 萬 的 服 務 ！ 10點 30分 大 會 宣 佈

港醫院吳文正院長、高雄市立大同醫院侯明鋒院

所有獎項全數贈送完畢，參賽者在風雨球場中歡呼

長、高雄市衛生局何啟功局長等皆到場，還邀請贊助

解散，一同相約明年逗陣再回來！

單位武田藥品李仁琳董事長、abc牙醫聯盟謝尚廷總

「2013為健康高雄而跑」是藉由路跑的方式悼

院長、高醫大校友總會蘇榮茂理事長共襄盛舉，此

念歐巴尼醫師的大愛精神，以他的故事來激勵年輕

外，還有特別的貴賓「飛躍的羚羊」紀政、極地冒險

人關懷生命與追逐夢想，並邀請全民共同參與，強

運動家林義傑共同參與這一個難得盛事。6點鐘準時

化高雄市的觀光品牌意象，以提倡路跑運動喚起高

鳴槍，參賽者奮力起跑！

雄地區民眾重視自身健康，最重要的是能夠善盡高

活動分健康走、健康跑、半程馬拉松等三組，
規劃出兩校之間最優美的路段，從高醫大門口出

醫社會責任，秉持「關懷、支持、希望」的精神，
希望能讓南臺灣的居民受到完善的醫療照顧。

■秘書室四組

中央研究院與本校、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合作建置「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
」，未來將陸續與全國各醫學中心分享該份資料、
並共同參與研究，以了解基因與疾病、健康間的關
係，以及用藥與人體基因的關聯性。今年(102)1月
4日揭牌儀式中，中研院也宣佈將獨家在高醫進行
資訊系統異地備份，作為人體生物資料庫南區備援
基地。
陳 建 仁 副 院 長 表 示 ， 政 府 將 於 12年 內 投 資
六、七億元，在全臺各大醫學中心設置研究駐站，
預計初期要收集20萬名健康人體檢體，以及10萬
名病人檢體資料，並建置到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
以資料分享方式，結合民間及各大醫院共同研究，
希望為解開臨床醫學上的「體質之謎」帶來曙光，
並找出致病或促成疾病的基因。

劉景寬校長也希望藉由此次與中央研究院的大
型合作來提升高雄醫學大學的研究量，發展學校單
位與中央級研究單位彼此合作的新模式以增進大學
的研究風氣。劉校長表示，學校是一個學術研究單
位因此主要負責了生物標幟(Biosignature)方面的
研究，經由各大醫學中心的臨床醫師及學校基礎研
究的老師組成聯盟以界定重要的臨床問題以進行相
關醫學研究，最終的目的在於找出與疾病發生進展
相關的線索以增進全民的健康。
現階段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Taiwan Biobank
）將納入15種疾病進行檢體的收集與研究，健康民
眾採集血、尿液檢體，病患則加採集患部組織檢
體，本校及附院皆參與乳癌等14個疾病的研究與檢
體收集。此外，中研院也在高雄市立大同醫院成立
高雄地區第一個負責健康人檢體收集的駐站。

高醫與中研院臺灣人體
生物資料庫合作說明

高醫參與對Taiwan Biobank規劃之重要性

◎參與研究的疾病數最多
現階段納入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的15個疾病
中，高醫就參與其中的14個疾病的研究，顯
示高雄醫學大學、高醫醫療體系對於中研院
這項大型研究的支持與積極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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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之設置是結合健康參與者與罹病參與者
為目標。前者是採用長期追蹤研究設計，於2012年
起，邀請20萬名30歲～70歲的民眾參與，針對本土
常見慢性疾病進行長期追蹤研究；後者採用疾病對
照研究設計，於2012年起，邀請10萬名特定疾病患
者參與。規劃於臺大、北榮、馬偕、新光、北醫、
三總、中國、中榮、彰基、成大、高醫、高榮與花
蓮慈濟等等，進行疾病個案之招募，並且陸續增加
合作醫院。

◎資訊系統異地備份
Taiwan Biobank資訊系統肩負必須確保30萬
人資料庫的完整與穩定，因此除了在中研院
設置資訊系統伺服器之外，全臺灣中研院亦
規劃只在高醫進行資訊系統異地備份，提昇
Taiwan Biobank南區備援之重要性。

焦點校聞

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成立目的是結合生活習
慣、環境因子、臨床醫學與生物標誌等資訊，建立
屬於臺灣本土的人體生物資料庫，為生物醫學研究
蒐集龐大的生物檢體與健康資訊，提供國內學者申
請使用。

◎增加Taiwan Biobank的完整性
高醫為高屏地區唯一具有大學與附設醫院之
醫學中心，同時也是南臺灣民眾就診的首要
選擇，其診斷、醫療資訊與個案代表性，皆
能促使Taiwan Biobank更具周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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