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先啟後 開創未來
- 研究之路 半畝方塘一鑑開
問渠那得清如許

天光雲影共徘徊
為有源頭活水來
～ 宋．朱熹

每一項研究往往研究者孜孜不休，嘔心瀝
血，披星帶月，衝破困境，發掘新知，研究
過程隱藏著許多克難挫折， 日以繼夜， 不眠不
休，終於成功。其中之秘辛及珍聞，必為年青
研究者極具有價值之參考與借鑑，因為科學研
究經常發掘出人意表，石破天驚，前所未聞之
驚人結果，甚或研究成果等待數十年時間才被
後人證實。往往青年學者在研究途中常能獨闢
蹊徑，開路先鋒，意外發現或一語道破千載
謎團，奠下科學之基礎，發揚光大。本手冊為
得獎者敘述其得獎感言，描述其發動研究之動
機，從事取材克服困難之經過，意外或重大之
研究發現或突破之線索，以及本研究未來之導
向與發展及臨床上之意義與實用價值，希望有
助未來青年學者之鼓勵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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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感謝捐款芳名錄（2011年至2020年）

衛生福利部公開資訊-衛生財團法人資訊管理系統網址
https://npo.mohw.gov.tw/Default.aspx
歡迎前往瀏覽心臟基金會年度財務報表

溯自1994年募捐創立「財團法人心臟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以往，本會在
國際學術交流，推動預防醫學，培植人才及獎助心血管研究各項多所建樹，有
目共睹，誠不負眾望。時代巨輪飛躍前進，科技日新月異，一日千里。古諺：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實為吾人進入廿一世紀新時代背景模
式。我們追求新知，當然要寄望於未來。所以，我們要盡力投資下一代，寄望
於下一代或更遠的未來的發展。這也是時代交給我們當代掌舵人巨大的使命。
所以，姜必寧獎 - 傑出青年心臟論文是本基金會重要發展目標之一。
今日社會的風俗演變已使醫界面臨嚴重之關頭！簡而言之，目前台灣醫
界之癥結與危機在於近年來人口日趨老化，嬰兒出生率世界最低，全民健保
濫耗支絀，醫療糾紛訟案叢生，往昔醫師犧牲奉獻之精神及受社會尊重之典
範日益式微，漸行漸遠。現今青年醫師偏向好逸惡勞，對內、外、婦、兒主科
視為畏途，畢業後或住院總醫師訓練結束後，往往拋棄上述諸主科，致使內、
外、婦、兒四大主科皆空，尤其偏遠地區最為嚴重。而爭相投入醫美、整容、
皮膚、眼科等工作比較無值夜班或急診，而收入較豐之大都會區，所謂「工作
輕，收入豐，離家近。」三大條件，誠乃背離良醫壽人濟世之宗旨。有鑒於近
年許多青年醫師重利輕義，棄難求易，但慕虛名俗利於一時，不求百年科技之
研究。世道如此，令人悲嘆！若干教學醫院近年內、外、婦、兒科住院醫師常
常不能補足缺額。尤有甚者，青年最富想像及創意，古今中外之名人學者，其
思維在青年時期最富活力與靈感，常能獨闢蹊徑，建立原始創見，尋覓最新發
現，終成巨擘權威。惜乎！國內醫界，所謂「學而優則仕」，中年以後常因負
責繁重行政業務而疏忽研究，不能擇善固執，繼往開來，殊為遺憾。上列之缺
點，無獨有偶，不僅台灣，其他華人地區亦常有所見，實應迅速改善。
緣此，本會於2011年經熟思研討，議決設立「姜必寧獎 - 傑出青年心臟論
文」，並選出台大醫院蔡佳醍醫師獲首屆「姜必寧獎」，於2011年9月18日血
脂及動脈硬化學會年會中頒獎。本基金會創立此一獎項主為鼓勵青年醫師研究
工作，期望拋磚引玉，美其名云「心臟挖寶計劃」，希望鼓勵青年學術研究工
作，石中琢玉，沙裡淘金，從獎勵中挖掘出金童玉女，選拔人才，榮登聖壇。
姜必寧獎自2011年實施以來，頗受各界好評，並陸續收到社會各界之讚許及捐
助，與諸多鞭策及鼓勵，遂於2012年本會董事會議決，本獎座增列海外區（包
括大陸、香港、澳門）壹名，並訂於2012年12月1日在廈門舉行之第三屆海峽
兩岸醫藥衛生交流協會中頒獎及宣讀得獎論文，創辦至今已十載。今（2021）
年本會第十一屆姜必寧獎仍將假廈門舉行之第十二屆同會中頒獎。總之，此一
高級學術青年論文獎座實乃本基金會創始之一個重要目標，誠望各界不吝指教
及捐助，慷慨解囊，共襄盛舉。

財團法人心臟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 創會董事長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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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
心臟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

公告

2021年元月1日

台北市

姜必寧獎
傑出青年心臟論文
姜必寧獎 - 傑出青年心臟論文之主旨為鼓勵青年研究者創作基
礎與臨床心臟血管學有關病因，預防及治療之研究論文，尤其
是有關華人領域之研究。參選者 年齡四十歲以下，具有傑出科
學及醫學研究成就以貢獻吾人對心臟血管疾病的病因及診療之
進步。
此項獎金由財團法人心臟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主持捐助。
本會熱忱感謝貴單位推薦此一高級榮譽之特獎，並訂於2021年
於廈門舉行之 第十二屆海峽兩岸醫藥衛生交流協會心血管專業
委員會 年會中頒獎及發表，詳細辦法詳見本甄選手冊第4頁，

並請於2021年8月31日前將候選人之簡歷及推薦理由與論文寄
交評選會。

台北中正紀念堂

北京天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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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FOUNDATION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TAIPEI, TAIWAN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is very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Benjamin N. Chiang Prize of Outstanding Young
Investigator in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Research
The aim of the Chiang Prize is to encourage basic and clinical
research in areas relating to the ca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especially among Chinese
population. The award recipient, under the age of 40, will have
provided outstanding scientific advancement in our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cause and to reduce the develop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The Prize is sponsored by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Taipei, Taiwan.
We value your suggestion of candidate for this prestigious award
which will be presented during the upcoming The 12th Cross-strait
Summit Forum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t Xiamen, 2021. Please
send your recommendation along with a brief bio and rationale for
the candidacy to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for their consideration
by August 3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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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

2021 年甄選辦法

＊ ＊ 最新公告 ＊ ＊
本基金會依據捐助章程於2011年4月20日召開第六屆第五次董事會
議，決議通過設立『姜必寧獎 - 傑出青年心臟論文』，並於2011年12月
17日第六屆第六次董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增列海外區（含大陸、香港、
澳門）壹名，自2015年起提高獎金為新台幣 貳拾萬 元及金像獎乙座，
以鼓勵傑出青年心臟醫學人員研究發展心臟醫學；詳細辦法請參閱本會
『姜必寧獎 - 傑出青年心臟論文』甄選辦法，評選絕對公開，公平，公
正。 第十一屆得獎者將於2021年于廈門舉辦之「第十二屆海峽兩岸醫
藥衛生交流協會心血管專業委員會」年會中頒獎，受獎者將發表專題演
講，若因新冠疫情有所異動，依大會公告。歡迎兩岸優秀青年醫師踴躍
參與。

※附錄：『姜必寧獎 - 傑出青年心臟論文』甄選辦法

『姜必寧獎 - 傑出青年心臟論文』甄選辦法
2011年4月20日第六屆第五次董事會議決議通過
2011年5月14日姜必寧獎籌備會議決議通過
2014年12月9日第七屆第五次董事會議決議通過

為獎勵年輕心臟科醫師從事心臟醫學相關研究，提升學術水準，特訂
本辦法。
1. 論文發表當年之年齡未滿四十歲（含四十歲）者，得以接受申請。
2. 於申請時一年內發表之國內外優秀心臟醫學原著論文，且該論文未曾
於國內外獲獎者。
3. 申請人必須為該論文之第一作者，且具國內醫師資格。
4. 每人限以一篇論文申請，且以獲獎一次為限。
5. 申請時請附上推薦信一封，簡歷及論文各六份。
6. 由本會遴選評審委員組成評審團(其中一人為召集人)，選出得獎人，
頒發獎金新台幣20萬元。
7. 申請開始日期：自公告日起。
申請截止日期：2021年8月31日止，以郵戳為憑。
8. 掛號郵寄或親送：台北市石牌路二段201號思源樓二樓230室
財團法人心臟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 呂秀芳祕書收
聯絡電話：886-2-28712559 傳真：886-2-28748374
e-mail:bnchiang@vghtp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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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基會敬請大學及研究機構心臟血管教授專家
熱忱推薦候選人
敬啟者：
心臟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于2011年創「姜必寧獎 - 傑出
青年心臟論文」已進入2021年之第十一屆，頗獲醫界佳評，熱
忱響應及捐助，2012年起核定增列海外區壹名(含大陸、香港
、澳門)。謹申述其旨意如下：
謹引唐代詩人楊巨源「城東早春」七絕：

詩家清景在新春，綠柳纔黃半未勻；
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

必 寧 用 箋

此詩暗喻為國求才，當識於未遇，收其從初春柳色嫩黃中提
拔上來；否則，若待其上林花團盛開而讚賞，僅僅是錦上添
花而已。尤有甚者，青年時期人生最富想像及創意，古今中
外之名人學者，如牛頓之自由落體、佛蘭克林之電學原理、
莫扎特之音樂奇才等等不勝枚舉，其思維在青年時期最富活
力與靈感，常能獨闢蹊徑，建立原始創見，尋覓最新發現，
終成巨擘權威。本基金會經過熟思研討，議決設立傑出青年
心臟論文獎，美其名為「心臟挖寶計劃」，希望鼓勵青年學
術研究工作，石中琢玉，沙裡淘金，從獎勵中挖掘人才，盼
能頭角崢嶸，榮登醫學聖壇，實乃本會重要目標之一也。
謹附上「2021甄選手冊」，敬祈鼎力贊助及推薦傑出青
年研究人才參選，不勝感荷為禱。耑此

敬 頌
教 安

弟

2021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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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區 評 審 委 員
林彥璋教授
(主持人)

第十一屆姜必寧獎 召集人
臺北榮民總醫院 內科部心臟內科 主任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醫學系 內科學科教授

吳彥雯教授

亞東紀念醫院心臟血管醫學中心 主任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 兼任教授

林宗憲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心臟內科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教授

黃群耀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內科部主任
臺北醫學大學內科學科 教授

蔡佳醍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心血管中心內科 主治醫師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 內科專任教授

海 外 區 評 審 委 員
楊躍進教授

北京阜外醫院

(主持人)

徐亞偉教授

上海同濟大學附屬第十人民醫院

王 焱教授

廈門市心血管病醫院

陳良龍教授

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

蔣忠想教授

香港伊利沙伯醫院

林如波教授

澳門心臟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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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自2011年為鼓勵優秀青年心臟科醫師投注研究心力，發表研究成
果，提昇醫療品質，成立「姜必寧獎 - 傑出青年心臟論文」。在過往十
年中，共有兩岸：武漢、北京、杭州、上海、哈爾濱及在台的台大醫
院、台北榮民總醫院、台北醫學大學、振興醫院等傑出青年心臟學者，
在國內外頂尖醫學雜誌發表優秀的臨床或基礎研究論文多篇，無論對
臨床醫療價值或對研究工作的新觀點及發展導向，均有莫大助益。

財團法人心臟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
姜必寧獎 - 傑出青年心臟論文
歷屆(第一屆～十屆)得獎者
頒獎紀要：
屆別

得
姜必寧獎

獎

者

蔡佳醍 醫師
台大醫院

獎 勵 內容
NT$100,000 +
金像獎座1座

一

青年優秀論文獎
第一名
姜必寧獎
(台灣區)

黃柏勳 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王岡陵 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獲贈ipadⅡ+
獎座1座
NT$100,000 +
金像獎座1座

二
姜必寧獎
(海外區)

程

姜必寧獎
(台灣區)

鄭浩民 醫師

姜必寧獎
(海外區)
三
最佳臨床創新病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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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 教授

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協和院醫院

台北榮民總醫院

徐

明 教授

NT$100,000 +
金像獎座1座
NT$100,000 +
金像獎座1座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

NT$100,000 +
金像獎座1座

一等獎：林明志、王玠能醫師

NT$25,000 /人

二等獎：盛 夏、許榮誠、朱中玉及吳寸草
醫師計4人

NT$15,000 /人

三等獎：方慶章(謝宜璋)、張 靜、
梁凱偉、孟 岩醫師計4人

NT$10,000 /人

頒發時間地點
100年9月18日
血脂及動脈硬化學
會年會/ 台北振興
復健醫學中心

101年12月1日
第三屆海峽兩岸醫
藥衛生交流協會心
血管專業委員會/福
建廈門市會議中心
102年11月22日
第四屆海峽兩岸醫
藥衛生交流協會心
血管專業委員會/福
建福州市

屆別

得
姜必寧獎
(台灣區)

獎

姜必寧獎
(海外區)
四

姜必寧獎
(台灣區)
姜必寧獎
(海外區)

最佳臨床創新病例獎

姜必寧獎
(台灣區)

六

楊鎧鍵 醫師


欣 教授

姜必寧獎
(海外區)

最佳臨床創新病例獎

姜必寧獎
(台灣區)
姜必寧獎
(海外區)
七
最佳臨床創新病例獎

NT$150,000 +
金像獎座1座

華中科技大學

二等獎：王
宋

獎 勵 內容
NT$150,000 +
金像獎座1座

台大醫院藥研所

一等獎：吳季倫、曾

最佳臨床創新病例獎

五

者

杰醫師

NT$10,000 /人

三等獎：魏承駿、孫 慧、王 征、
周炳鳳及周建中醫師計5人

NT$ 5,000 /人

胡瑜峰 醫師
崔慶華 教授
北京大學醫學部
台灣區︰陳冠群、余法昌、余法昌(不同場
區)、黃成偉、黃祺耀、賴志泓、
及李卓翰醫師等7位。
海外區︰馬為醫師等12位

趙子凡 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張

力教授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心內科
副主任
台灣區︰林中行、葉 龍、蘇界守醫師
計3人。
海外區︰黃志遠、張煥基、何培源、
周建中醫師及黃(香港籍)醫師
等5人

吳卓鍇 醫師
台大醫院心臟科

肖俊杰 教授
上海生命科學學院
現場競賽共計19名。
台灣區︰陳逸忠、張耿豪、林岳鴻及
邱富群醫師，計4名。
海外區︰李琳琳、黃浩、李海玲、李忠佑
(馬來西亞籍)、李兆愷、蔡彬妮、
王洪江、王 珍、裕 麗、
張 穎、柯永勝、陳朝陽、
雷新軍、程曄及王新宇醫師，
共計15名。

103年11月29日
第五屆海峽兩岸醫
藥衛生交流協會心
血管專業委員會/福
建廈門市會議中心

NT$20,000 /人

凌、張一芝、李忠佑及
雷醫師計4人

台北榮民總醫院

頒發時間地點

NT$200,000 +
金像獎座1座
NT$200,000 +
金像獎座1座

104年11月29日
第六屆海峽兩岸醫
藥衛生交流協會心
血管專業委員會/福
建廈門市會議中心

NT$5,000 /人

NT$200,000 +
金像獎座1座
NT$200,000 +
金像獎座1座

105年11月5日
第七屆海峽兩岸醫
藥衛生交流協會心
血管專業委員會/廣
東深圳市福田區香
格里拉大酒店

NT$10,000 /人

NT$200,000 +
金像獎座1座
NT$200,000 +
金像獎座1座

106年11月18日
9:10~9:30am第八屆
海峽兩岸醫藥衛生
交流協會心血管專
業委員會/福建廈門
市會展中心

NT$5,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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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得
姜必寧獎
(台灣區)
姜必寧獎
(海外區)

八
優良臨床病例
「龍珠」獎

獎

者

獎 勵 內容

台北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NT$200,000 +
金像獎座1座

呂岱穎 醫師
楊力明 教授
哈爾濱醫科大學
現場競賽共計21名。
台灣區︰陳政瑋、陳柏偉、陳冠群及
張皓智醫師，計4名。
海外區︰陳靜、楊敏、何立芸、劉彤、
蔣峻、何德化、李雯、谷喆、
化冰、馬文健、陳陽、趙運濤、
屈永生、孫廣峰、周中政、
張穎及史文冊醫師，共計17名。

姜必寧獎
(台灣區)

徐千彝 醫師

姜必寧獎
(海外區)

閆小响 教授

九
優良臨床病例
「龍珠」獎

姜必寧獎
(台灣區)
姜必寧獎
(海外區)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心臟內科

上海瑞金醫院心臟內科
現場競賽共計12名。
台灣區︰鐘伯欣、賴緯聰、陳冠群及
鄭朝允醫師，計4名。
海外區︰郭一凡、江人桂、吳成程、
張海濤、李惟銘、張 濤、
李昱熙、THURSTON ERNG
(馬來西亞籍) 醫師，共計8名。

黃冠智 醫師
振興醫院心臟醫學中心 心臟血管內科

肖

晗 教授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

NT$200,000 +
金像獎座1座

優良臨床病例
「龍珠」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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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2月1日
第九屆海峽兩岸醫
藥衛生交流協會心
血管專業委員會/廈
門佰翔五通酒店

NT$5,000/人

NT$200,000 +
金像獎座1座
NT$200,000 +
金像獎座1座

108年11月23日
第十屆海峽兩岸醫
藥衛生交流協會心
血管專業委員會/廈
門佰翔五通酒店

NT$5,000/人

NT$200,000 +
金像獎座1座
NT$200,000 +
金像獎座1座

十
現場競賽共計10名。
台灣區︰梁懷文、張珽詠醫師，計2名。
海外區︰王力涵、夏 爽、陳少敏、
吳志明、李琳琳、黃淑芬、
張椿英、黃 晶醫師，共計8名。

頒發時間地點

NT$8,800/人

109年11月13日
第十一屆海峽兩岸
醫藥衛生交流協會
心血管專業委員會/
廈門佰翔五通酒店
因新冠病毒影響，
改以實體及網路直
播方式於廈門及台
北各自頒發

Benjamin N. Chiang Award

2020 第十屆姜必寧獎 - 肖 晗教授
（海 外 區 得 獎 者）
服務單位：北京大學第三醫院
論文題目： 1. IL-18 Cleavage Triggers Cardiac
Inflammation and Bibrosis Up on
b-adrenergic Insult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018) 39, 60-69)
2. Membrane Nanotubes Facilitate the
Propagation of Inflammatory Injury in
the Heart Upon Over Activation of the
b-adrenergic Receptor
(Cell Death and Disease (2020) 11:958)

IL-18 Cleavage Triggers Cardiac Inflammation and
Bibrosis Up on b-adrenergic Insult
Han Xiao1†, Hao Li1†, Jing-Jing Wang1, Jian-Shu Zhang1, Jing Shen1, Xiang-Bo An1, CongCong Zhang2, Ji-Min Wu1, Yao Song1, Xin-Yu Wang1, Hai-Yi Yu1, Xiang-Ning Deng1, ZiJian Li1, Ming Xu1, Zhi-Zhen Lu1, Jie Du2, Wei Gao1, Ai-Hua Zhang3, Yue Feng4, and You-Yi
Zhang1*
1

Institute of Vascular Medicine, Cardiolog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Key Laboratory of Cardiovascular Molecular Biology
and Regulatory Peptid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Cardiovascular Receptors Research, No. 49, Huayuan Bei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191, China; 2Vascular Biology Department, Beijing AnZhe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the Key Laboratory of
Remodeling-relate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Institute of Heart, Lung and Blood Vessel Diseases, No.2, Anzhen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9, China; 3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Jiangsu Key Laboratory of Pediatrics, Children’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o.140, Hanzhong Road,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210008, China; and 4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Emory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5029 Rollins Research Center, 1510 Clifton Road, Atlanta, GA 30322, USA

ABSTRACT
AIMS: Rapid over-activation of b-adrenergic receptor (b-AR) upon stress leads to cardiac inflammation, a
prevailing factor that underlies heart injury. However, mechanisms by which acute b-AR stimulation induce
cardiac inflammation still remain unknown. Here, we set out to identify the crucial role of inflammasome/
interleukin (IL)-18 in initiating and maintaining cardiac inflammatory cascades upon b-AR insult.
METHODS AND RESULTS: Male C57BL/6 mice were injected with a single dose of b-AR agonist,
isoproterenol (ISO, 5 mg/kg body weight) or saline subcutaneously. Cytokine array profiling demonstrated that
chemokines dominated the initial cytokines upregulation specifically within the heart upon b-AR insult, which
promoted early macrophage infiltration. Further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the rapid inflammasome-dependent
activation of IL-18, but not IL-1b, was the critical up-stream regulator for elevated chemokine expression in
the myocardium upon ISO induced b1-AR-ROS signalling. Inde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serum levels of norepinephrine and IL-18 in patients with chest pain. Genetic deletion of IL-18 or the upstream inflammasome component NLRP3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ISO-induced chemokine expression and
macrophage infiltration. In addition, IL-18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selectively abated ISO-induced chemokines,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adhesion molecules but not growth factors. Moreover, blocking IL-18 early
after ISO treatment effectively attenuated cardiac inflammation and fibrosis.
CONCLUSION: Inflammasome-dependent activation of IL-18 within the myocardium upon acute b-AR overactivation triggers cytokine cascades, macrophage infiltration and pathological cardiac remodelling. Blocking
IL-18 at the early stage of b-AR insult can successfully prevent inflammatory responses and cardiac injuries.
Key Words: Beta adrenergic receptors stimulation
Interleukin 18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018) 39, 60-69)

●

Stress

●

Myocardial inflammation

●

Inflammas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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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rane Nanotubes Facilitate the Propagation of
Inflammatory Injury in the Heart Upon Over Activation of
the b-adrenergic Receptor
Jing Shen1, Ji-Min Wu1, Guo-Min Hu1, Ming-Zhe Li1, Wen-Wen Cong2, Ye-Nan Feng1, ShuaiXing Wang1, Zi-Jian Li1, Ming Xu1, Er-Dan Dong1, You-Yi Zhang1 and Han Xiao1
1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and Institute of Vascular Medicine,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NHC Key Laboratory of Cardiovascular Molecular
Biology and Regulatory Peptides,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Cardiovascular Scien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Cardiovascular Receptors Research, 100191 Beijing,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Xinjiang Endemic and Ethnic Diseases,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School of Medicine Shihezi University, 832000 Shihezi, China

ABSTRACT
Acute sympathetic stress quickly induces cardiac inflammation and injury, suggesting that pathogenic
signals rapidly spread among cardiac cells and that cell-to-cell communication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bsequent cardiac injury.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this response is unknown. Our
previou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acute β-adrenergic receptor (β-AR) signaling activates inflammasomes
in the heart, which triggers the inflammatory cascade. In the present study, β-AR overactivation induced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in both the cardiomyocytes and cardiac fibroblasts (CFs) of mice hearts
following a subcutaneous injection of isoproterenol (ISO, 5 mg/kg body weight), a selective agonist of
β-AR. In isolated cardiac cells, ISO treatment only activated the inflammasomes in the cardiomyocytes
but not the CFs.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was propagated from
cardiomyocytes to CFs in the mice hearts. Further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the inflammasomes were
activated in the cocultured CFs that connected with cardiomyocytes via membrane nanotubes (MNTs), a
novel membrane structure that mediates distant intercellular connections and communication. Disruption
of the MNTs with the microfilament polymerization inhibitor cytochalasin D (Cyto D) attenuated the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in the cocultured CFs. In addition, the MNT-mediated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in the CFs was blocked by deficiency of the inflammasome component NOD-like receptor protein 3
(NLRP3) in the cardiomyocytes, but not NLRP3 deficiency in the CFs. Moreover, ISO induced pyroptosis
in the CFs cocultured with cardiomyocytes, and this process was inhibited by disruption of the MNTs
with Cyto D or by the NLRP3 inhibitor MCC950 and the caspase-1 inhibitor Z-YVAD-FMK (FMK).
Our study revealed that MNTs facilitate the rapid propagation of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among cardiac
cells to promote pyroptosis in the early phase of β-adrenergic insult. Therefore, preventing inflammasome
transfer i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strategy to alleviate acute β-AR overactivation-induced cardiac injury.
(Cell Death and Disease (2020) 1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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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姜必寧獎海外區得獎者—肖唅教授 Prof. Han Xiao
論文題目：1. IL-18 Cleavage Triggers Cardiac Inflammation and Bibrosis
Up on b-adrenergic Insult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018) 39,
60-69)
2. Membrane Nanotubes Facilitate the Propagation of
Inflammatory Injury in the Heart Upon Over Activation of the
b-adrenergic Receptor (Cell Death and Disease (2020) 11:958)
獲獎感言：
非常榮幸今年獲得了“姜必寧獎 - 傑出青年心臟論文＂，我的感受可以說
用三個詞來總結：激動，感謝和期許。

第一，激動：
「姜必寧獎」在海峽兩岸的心血管臨床與基礎研究界內是鼎鼎大名，我神
往已久。歷屆獲獎者都是心血管研究領域內非常傑出的青年醫師科學家們。今
年花落吾家，著實激動萬分，欣喜不已。

第二，感謝：
首先感謝組委會評審專家認可我們的工作，把這個獎頒給我。然後，我要
特別感謝我的博士生導師，我的領導——北京大學第三醫院血管所的張幼怡教
授，她不僅是我的科研領路人，這些年來也一直對我的生活和工作都給予了大
力支持與幫助。此外，要感謝我的團隊，所有工作都是團隊工作，是大家共同
努力的成果。最後，要感謝我的家人，一直在背後默默地支持，特別想對我的
女兒說，媽媽一定儘量提高工作效率，多抽時間陪陪你。

第三，期許：
姜必寧教授設立該獎的初衷，一定對我們青年心臟科醫師科學家們抱有很
大的期許。為人醫者，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做研究者，則是大膽假設，小
心求證。這個沉甸甸的獎盃於我而言是獎勵，是激勵，更是動力，督促我努力
成為一名真正的醫學科學家，從臨床問題出發，採用基礎研究的手段解決臨床
問題，再把研究成果轉化到臨床。最後套用一句閩南俗語——愛拼才會贏，
我一定更加努力拼搏，不負期許。
謝謝大家。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 肖 晗
2020年11月13日於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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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N. Chiang Award

2020 第十屆姜必寧獎 - 黃冠智 醫師
（台 灣 區 得 獎 者）
服務單位：振興醫院心臟醫學中心 心臟血管內科
論文題目：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ds Cardiac Image
Quality Assessment for Improving Precision
in Strain Measurements
(J Am Coll Cardiol Img 2021;14:335-45)

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Aids Cardiac Image Quality
Assessment for Improving Precision in Strain
Measurements
Kuan-Chih Huang, MD,a,b Chiun-Sheng Huang, MD, PHD,c Mao-Yuan Su, PHD,d ChungLieh Hung, MD, PHD,e Yi-Chin Ethan Tu, MSIT,f Lung-Chun Lin, MD, PHD,g Juey-Jen
Hwang, MD, PHDg,h
a

Graduate 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ine,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bHeart Center, Cheng-Hsin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cDepartment of Surge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aipei, Taiwan; d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aipei, Taiwan; eDivision of Cardiology,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fTaiwan AI Labs, Taipei, Taiwan; gSection of Cardiology,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aipei, Taiwan; and the hSection of Cardiology,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Yun-Lin Branch, Yun-Lin, Taiwan.

ABSTRACT
OBJECTIV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n 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tool to assess
echocardiographic image quality objectively.
BACKGROUND: Left ventricular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 (LVGLS) has recently been used to monitor
cancer therapeutics-related cardiac dysfunction (CTRCD) but image quality limits its reliability.
METHODS: A DenseNet-121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was developed for view identiﬁcation from
an athlete’s echocardiographic dataset. To prove the concept that classiﬁcation conﬁdence (CC) can
serve as a quality marker, values of longitudinal strain derived from feature tracking of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CMR) imaging and strain analysis of echocardiography were compared. The CC was then
applied to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free from CTRC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mage quality on the
reliability of strain analysis.
RESULTS: CC of the apical 4-chamber view (A4C) was signiﬁ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endocardial
border delineation index. CC of A4C >900 signiﬁcantly predicted a <15% relative difference in
longitudinal strain between CMR feature tracking and automated echocardiographic analysis.
Echocardiographic studies (n ¼752) of 102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without CTRCD were investigated.
The strain analysis showed higher parallel forms, inter-rater, and test-retest reliabilities in patients with
CC of A4C >900. During sequential comparisons of automated LVGLS in individual patients, those with
CC of A4C >900 had a lower false positive detection rate of CTRCD.
CONCLUSIONS: CC of A4C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reliability of automated LVGLS and could also
potentially be used as a ﬁlter to select comparable images from sequential echocardiographic studies in
individual patients and reduce the false positive detection rate of CTRCD.
(J Am Coll Cardiol Img 2021;14:3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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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姜必寧獎台灣區得獎者—黃冠智醫師 Dr. Kuan-Chih Huang
論文題目：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ds Cardiac Image Quality Assessment for
Improving Precision in Strain Measurements (J Am Coll Cardiol
Img 2021;14:335-45)
獲獎感言：
十分榮幸獲得第十屆姜必寧獎。
在心臟超音波之父 Harvey Feigenbaum 提倡影像數位化之後，心臟
超音波機成像技術與電腦分析技術產生了飛躍性的成長。然而心臟超音
波的測量往往會受到超音波影像品質的影響而產生偏差。在以低左心室
射出分率為主要治療對象的年代，這些偏差並不會造成臨床上的重要影
響。
腫瘤心臟學是最近興起的一個學門，主要是希望提早偵測癌症治療
引起的亞臨床心臟功能損傷，避免病患即使在癌症治癒之後反而是受心
臟衰竭所苦。為達到此一目的，必須偵測輕微的心臟損傷，此時因為超
音波影像品質所產生的偏差便可能影響後續化療計畫與後續的心臟功
能。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要專家們彼此相互監督影像品質是難上加難。
歷經四年的研究，在許許多多醫界前輩與人工智慧專家的齊心協力之
下，我們成功摸索出利用可解釋人工智慧來客觀地呈現心臟超音波的擷
像品質。經由回溯分析乳癌隨機對照試驗收案病患之心臟超音波影像，
證明了良好的擷像品質可以降低亞臨床心功能損傷之偽陽偵測。
有了良好的品質控管加上進步的自動化分析工具，在可預期的未來
我們將迎接心臟超音波大數據時代。下一階段心臟超音波影像技術的飛
躍性成長指日可待。

振興醫院心臟醫學中心 心臟血管內科 黃冠智
10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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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重道遠 ‧ 不忘初衷 ～～
2020 年 12 月 8 日姜必寧教授辭去本基金會董事長職務，承蒙大家的厚
愛與姜必寧老師的支持，由本人繼任董事長職位。溯自 1989 年由美國哥倫
比亞大學完成博士學位返回臺北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服務，任職國立陽明
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教授，隨後接任所長，同時兼任臺北榮民總醫院內科
部心臟科主任。1994 年「財團法人心臟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創立，擔任
首屆祕書長，至 2020 年 12 月繼任董事長，這二十多年來無論在醫學研究
或是臨床診療，甚至是公益慈善工作，均蒙受姜老師的指導與協助，本人
秉持創會董事長姜必寧教授成立本基金會之宗旨與精神，為培植下一代心
臟學界的精英而努力不懈！值此 2021 年第十一屆「姜必寧獎 - 傑出青年心
臟論文」甄選時刻，特別感謝海外區主持人北京阜外醫院楊躍進院長，及
台灣區召集人臺北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林彥璋主任的大力幫忙，誠摯歡迎
海峽兩岸年青優秀醫師於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踴躍參與角逐本屆姜必寧獎。

財團法人心臟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於臺北榮民總醫院

2020 年 12 月 8 日第九屆第七次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

攝於台北晶華酒店金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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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心臟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
捐助人士感謝狀

Y

益延
壽 年「姜必寧獎」捐助芳名錄
Z2011年

王紹堉 王慶城 邱仁輝 高麗蘭 葉慶瀾 劉振強 劉景鴻
閻紫宸

Z2012年

王人達 王廷輔 王志剛 王志濂 李菁華 徐世澤 莫若礪
曾水照 曾慶齡 黃怡超 劉振強 劉景鴻 蕭敏求

Z2013年

李中超 李振文 姜文奎 姜惠琳 星雲大師 孫 平
袁希光 馬昌齡 高麗蘭 張效煌 彭長貴 曾水照 蔡正弘

Z2014年

王才翔 王重槐 江正文 莫若礪 曾水照 劉振強 歐錦科

Z2015年

朱馬秋元 林武弘 徐立德 馬昌齡 章偉義 陳永泰
曾張月 黃雲飛 劉振強 劉進聲 歐錦科 蕭遺生

Z2016年

王人達 朱宏祥 李文淑 星雲大師 陳永泰 曾張月
歐錦科 蔡孟霖

Z2017年

朱馬秋元 林謝罕見 星雲大師 陳永泰 曾張月 曾盛麟
歐錦科 蔡世澤

Z2018年

林謝罕見 星雲大師 徐立德 莫若礪 郭兆祥 陳永泰
曾張月 曾盛麟 蔡世澤 蕭遺生

Z2019年

王官伯 星雲大師 夏漢民 徐立德 郭為藩 陳永泰
曾張月 曾盛麟 廖重雄

Z2020年

星雲大師 夏漢民 陳永泰 曾張月 曾盛麟 潘朱菊貽
（依筆劃序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