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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挹注，或是提供更優渥的條件吸引優秀教師到本校任教，會是本

所接下來的挑戰，但我們仍有信心能在未來逐步完成這些目標，並提

出可行方案向學校與有關單位積極爭取，讓我們對於教師與教學面向

的支援，能夠更加完善。  

項目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壹、現況描述 

本研究所為了建立學生在學習與研究方面之支持系統，於每學期

均透過期初課程座談及期末課程檢討，瞭解學生對課程內容的意見與

反應。研究所內各教師皆遵循研究所之宗旨與辦學特色，依據研究所

對於學生所規劃的六大核心能力，透過多元教學及積極邀請校外知名

教授授課的方式，使教學及研究內容豐富多元，課程規劃以支持學生

在生物醫學課程的學習與研究方面，能有組織性之吸收與系統性的了

解為重要方向。此外，本研究所採取指導教授與導師制度並行制，個

別指導教授與各年級導師每週都會安排特殊教學時間及導師時間，與

學生討論研究進度及進行相關生活輔導。為了減少學生在經濟上的負

擔及壓力，支持學生能專心學習及研究，每位研究生均有教育部研究

生助學金，且能擔任校內教學助理，個別指導教授之計畫亦有提供兼

任助理費用，充足的獎助學金可支持減輕學生在學習上的經濟負擔。 

本研究所在學生學習與研究方面之經費，校方已有長期且充足的

支持，研究所在設施與空間均有完整的規劃，本研究所擁有充足的學

習空間及先進的研究設備，且管理與維護妥善，可支持學生進行各項

研究；實驗室採開放式設計，可讓學生有足夠的研究空間及提高儀器

使用之效益，更可促進學生與指導教授間之互動與討論；此外，為了

能讓學生有安全的學習與休息空間，本研究所設置有獨立的學生學習

室，具有足夠之個人空間，並與實驗空間區隔，符合最新實驗安全法

規。為了支持學生進行臨床相關生物醫學研究，透過與馬偕紀念醫院

之合作，協助學生能取得相關臨床研究資源，在學習及研究上更有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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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特色 

本所為了能在支持學生及其學習研究，在研究所之制度、組織運

作、經費設施與空間與行政支援各方面均有重點性的規劃及投入，茲

說明如下： 

一、 學生組成、招生與入學輔導之規劃與執行情形 

(一) 學生組成與特徵分析 

歷年各屆學生人數 

入學年度 101 102 103 

就讀新生 3 7 4 

休學 1 2 1 

合計 2 5 3 

101-103 年度三屆學生及104學年度預定招收學生之組成與特徵分析 

歷年來各屆學生人數 

入學年度/人 101 102 103 104 

一般生 0 3 2 8 

 
中山醫學大學 

生醫系(1) 

元培科技大學 

醫技系(1) 

銘傳大學 

生科系(4) 

 
中山醫學大學 

視光學系(1) 

亞洲大學 

生科系(1) 

大同大學 

生科系(2) 

 
元培科技大學醫

技系(1) 
 

輔英科技大學 

醫技系(1) 

   
長庚大學 

護理系(1) 

臨床相關 3 4 2 2 

馬偕紀念醫院  

神經內科醫師 

元明眼科 
藥師 

康寧醫院 

泌尿外科醫師 

馬偕醫院  

病理科醫檢師 

馬偕紀念醫院  國泰醫院 馬偕紀念醫院 馬偕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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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內科醫師 內分泌科醫師 血液腫瘤科醫師 婦產科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  

耳鼻喉科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 

腸胃內科醫師 
 

淡水馬偕醫院 

血庫組醫檢師 

 
馬偕紀念醫院 

醫檢師 
 

台北榮總 

臨床研究助理 

由過去三屆學生組成分析可知，除了生科相關領域大學畢業生外，

也確實提供馬偕紀念醫院等之醫事人員進修之管道，為本所未來申請

成立博士班的良好基礎。 

一般生來源在前三屆仍以台中以北學校為主。然而，即將入學之

第四屆學生已有輔英科技大學之畢業生報考，顯見只要持續宣傳，也

可增加中南部學校學生報考本所的意願。 

(二) 招生規劃與執行情形 

本研究所定期於所務會議中檢討招生規劃與策略、獎助學金名額；

推動教師校外演講宣傳，以吸引合適之學生的報考。 

(三) 新生輔導與執行情形 

本研究所自 101 學年度創所後，均舉辦新生座談會，協助學生瞭

解本所設定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各項修業規定與期望以及介紹本

所專任師資之專長與研究方向，並詳細解說課程 規劃、畢業要求、

未來發展方向等，以協助學生能在入學時做好學習與生活上的準備。

新生座談會獲校方高度支持，校長常列席致歡迎詞及介紹學校事務。

座談會由翟建富所長主持，所上 8位老師(翟建富所長、卓文隆老師、

李燕晉老師、蔡懷楨老師、賴宗聖老師、莊育梩老師、陳明仁老師、

許益超老師)和新生共同參與。座談會中，所長介紹本所教育目標及

核心能力，強調本研究所培養之研究生應「具備分子生物醫學的核心

知識，且能應用於臨床發現之研究能力。」，並介紹本所的師資陣容，

和教師的研究方向以及課程規劃，增加學生們對本所的認知。新生可

對有興趣的老師進行個別面談。座談在輕鬆而愉快的過程中完滿結束

(佐證 項目三_1  104 學年度 第 1次新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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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課業學習、支持系統與其成效 

本研究所為能支持學生的學習研究，在學生課業學習表現，不及

格情形、學習困難情況、休退轉學情況及原因，均由指導教授、導師

與所長深入了解，並依相關規定協助處理。為了能有效支持學生課業

學習，達成教育目標，本所與教務處合作開發課程地圖，以協助指導

教授提供學生之修課建議與掌握學生課業學習表現。目前本所必修學

分包含「專題討論」、「分子細胞生物學」及「碩士論文」。此核心

課程能夠使學生奠定生物醫學知識和生醫技術的基礎。另外，開設多

種選修課程，課程內容兼顧理論與實用技術之傳授。此外，指導教授

可為個別導生開設特殊教學課程，以加強專業領域所需要的知識，此

為本所課程的一大特色。目前已開設的特殊教學課程如下: 

第一學期:神經退化疾病的回顧及展望、心血管細胞生物學、粒

線體醫學、神經幹細胞學特論、人體病原體對抗生素抗藥性發展的分

子機制、青年人成年發病型糖尿病、臨床腫瘤學。 

第二學期:再生醫學特論、微生物與寄主間之免疫反應與調節、

自由基生物與醫學、癌症基因治療、第 1B型糖尿病。 

本研究所為支持學生學習研究，選修課程目前亦開放一個學生即

可開課，主因為本所為新設系所，初期學生不多，所以有的課程會只

有一名學生選修，為顧及學生權益，開課老師仍會開課。本所近兩屆

錄取及報到的學生人數有顯著提升，未來除了特殊教學課程外，一般

選修課程的選修人數將會增加，以期能有效運用本所之教學資源。 

(一) 學生課業表現之分析 

除了透過各任課老師對學生成績表現的追蹤，修課之學生每學期

透過師生座談及課程檢討，進一步提出對課程內容的反應。 

(二) 學生課業輔導與執行情形學習落後學生之預警機制 

本研究所對學習狀況不佳或有困難之學生，能提供學生學習之輔

導與協助，使其能瞭解本所之課業要求與進程，並即時為針對學習落

後學生尋求課業學習輔導之資源。課程上採取小班制度個別詢問及指

導。適時調整授課內容，並鼓勵學生於課後提出問題，老師可依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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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程度來決定是否要加強課程基礎觀念部分，並於各學期期中考前

詢問學生之吸收能力，以適時調整授課方式。老師亦根據期中評量成

績不理想的學生給予預警提醒。本所為新設系所，目前僅有第一屆兩

位畢業生，近兩年錄取及報到的學生人數有顯著提升，各研究室除了

研究助理，各實驗室之高年級的學長姊之經驗傳承未來將日益穩定。 

為預警應屆畢業生學習與研究表現之水準，本所碩士班學生畢

業前須對全所老師進行口頭報告，若未達半數以上老師投票通過，

則提出預警，需再重新進行報告經過全所老師再次投票，半數通過

後，才可提畢業口試。 

(三) 學生課業學習支持系統 

本研究所為了建立支持學生課業學習的系統，能妥善建置、管理

與運用課業學習資源，並訂定各類資源適合之管理、分配、使用或申

請辦法，讓學生學習獲得適當的支持。為了達成教育目標，培養學生

的核心能力，茲將本研究所對於學生課業學習支持系統，分別就研究所

提供學生課業學習之行政支持、提供給學生之軟硬體設備相關支持、提

供給學生之獎助學金相關支持分述如下: 

1. 研究所提供學生課業學習之行政資源支持 

 運作經費 

表 3-2 生醫所所務經費表 

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所務經費(含實

驗材料費) 

324,800 470,000 353,920 

儀器經費 9,196,140 6,997,700 2,088,771 

 
 行政人力資源 

本所所辦公室聘有專任行政人員楊玲惠小姐，負責統籌及辦理所

內行政事務，協助辦理所內軟硬體管理及各項招生事務之進行。 

 所辦公室提供學生課業學習之意見反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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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生師比(以專任教師計算)皆低於 1.5，學生與老師間互

動頻繁，學生可利用電子郵件、電話與老師進行請益或討論。導師有

所有學生的個人資料，如遇問題可與學生家長聯絡作有效的了解與協

助。學生可透過所辦公室或直接向所長反應意見，所內依其問題歸屬

視其迫切性召開會議討論改進。為加強學生課業之輔導，所上老師每

學期都會訂出特定晤談時間。其功能為課業輔導與學生面談，補充教

課時數的不足，提供學生解惑的機會。 

 本研究所建立導師制支持學生之生活輔導  

表 3-5、生醫所導師現況 

學年度 學生數 導師 總導師 

101 入學生 2 翟建富 翟建富所長 

102 入學生 5 卓文隆 

103 入學生 4 賴宗聖 

目前有碩一及碩二兩班，每班學生數 4-5 人，教職員與學生間互

動良好。學生亦可藉由導師訪談、師生座談會或直接向教師或所辦行

政人員反映，提供學生反映之最佳橋樑。藉由導生聚會建立學生與導

師間之直接聯繫，所長及各委員在相關議題會議中可與出席之學生代

表進行面對面溝通並答覆問題，做第一時間的回應；並彙集無法獨自

處理之學生需求，依層級呈核校方進行溝通討論，再向學生說明校方

之決議，藉此完整本所對學生事務的溝通管道(學生之意見反應建立

回饋機制，如下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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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學生之意見反應建立回饋機制 

 學生選擇指導教授之制度  

本所在新生座談會中，專任教師皆會出席對新生介紹其學術專長

及研究方向。此外，本所網頁亦有專任師資之資料，此兩者為提供新

生選擇指導教授的重要訊息管道。經本所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

所務會議決議，本所專任教師每屆最多指導二位研究生，碩一生和碩

二生合計不超過三位；合聘教師每屆最多指導一位研究生，兼任教師

每二屆最多指導一位研究生，藉以避免教師因指導過多研究生，而無

充足時間給予每位研究生完善之指導。指導教授應優先由專任教師中

選取，之後再以合聘教師為第二優先，再其次才為兼任教師。教師須

簽署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佐證 項目三_2 指導教授同意書)，以提供

學生與教授具體的互動模式，另外訂定有更換指導教授同意書(佐證 

項目三_2 指導教授同意書)，保障學生的權益，讓教授有依循的方式，

作為雙方互動之基礎，以確保論文指導之品質。指導老師除了建議其

研究生選擇適當的課程外，每週都會安排固定時間的 lab meeting 及

office hours 與學生討論研究議題方針及實驗進度，並依個人不同

情況分別針對研究或是生活予以協助與輔導，亦鼓勵學生投稿論文。 

2. 提供給學生之軟硬體設備相關支持 

就相關軟硬體設備及教學與學習空間等資源，訂定各種學習資源

之管理與維護機制 。 

學生 導師 
導生會議 

所務會議、課程委員會 
提案討論 

    校級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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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器設備方面：若使用本校貴重儀器中心之設備，皆遵循研發處

訂定之「校共同儀器室開放使用管理辦法」(佐證 項目三_3 校

共同儀器室開放使用管理辦法)。本所設置之大型儀器及設備，

依照其功能性及教師使用頻率分配於各專業教師負責管理與維

護，亦定期由廠商舉行操作訓練及提供標準作業書，製作記錄簿

以追蹤儀器使用情形及狀況，教導學生正確的操作步驟及保養方

法，以求達到最佳之管理與維護效果(佐證 項目三_4 校共同貴

重儀器中心維護)。依儀器之需要由廠商定期進行儀器保養及校

正，以維持同學所使用儀器的品質及準確性。儀器設備若有損壞，

即透過維修及請購程序進行修復或更新。 

 實驗室方面：本所實驗室位於附設第二教學研究大樓五樓，採中

央空調系統，通風良好，雖然目前夜間中央空調未開放，本所已

與校方研議，透過增設分離式冷氣，解決夜間空調的問題。為了

確保師生實驗安全，每年會舉辦實驗室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研習，

新進研究所學生及研究助理均須參加。環安室亦會定期檢查各實

驗室安全衛生設備以及調查本所毒性化學物質的存量(佐 3-6)。

實驗室之使用與管理則依據生醫所共同實驗室使用及管理辦法

實施。 

3. 提供給學生之獎助學金相關支持 

學生可經由學務處獎助金 www.studentaffairs.mmc.edu.tw                                     

來獲得獎助學金及工讀機會最新及即時資訊。獎助金部份，目前本校

提供學生的各類獎學金包括：研究生入學獎學金、研究生助學金、就

學貸款、各類學生就學優待與減免之補助、緊急紓困助學金、生活學

習獎助金、一般工讀金。另外，研究生助學金主要申請資格為碩士班

一、二年級之全職研究生，如為在職或休學中，不得申請該獎學金。

教學助理部份，學校依據系所師生人數提撥一定比例工讀金供系所學

生申請協助系所教學及行政事務之進行。本所 102 和 103 學年度皆

有學生獲得此項教學助理機會。每年教師之專題研究計劃也會聘本所

學生擔任兼任研究助理來協助實驗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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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其它學習、支持系統及其成效 

(一) 定期與不定期演講 

為了拓展學生宏觀之學術視野，本所除了於每學期專題討論課程

邀請不同領域之講者進行演講外，亦與陽明大學生化所合作，舉行互

訪演講，鼓勵所內師生前往陽明生化所交流，聆聽演講。本所同時也

鼓勵學生參加校外研討會，如生醫年會，Mitochondria Mini 

Symposium、亞洲粒線體研討會，幹細胞研究相關研討會。 

表 3-4、校外學術活動 

日期 學術活動名稱 地點 

每年三月 生物醫學聯合研討會 國防醫學大學 

每年十月 台灣幹細胞學會研討會 台灣大學、陽明大學等 

2013/9/16 Mitochondria Mini Symposium 馬偕醫學院 

2014/11/14 亞洲粒線體會議 台北君悅飯店 

2014/9~2014/12 陽明生化所合作互訪演講 陽明大學生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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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網頁定期公告之演講訊息 

日期 講題 講者 

2014/09/24 Experimental studies on herbs 

against hepatic fibrosis(抗肝

纖維化中藥的實驗研究)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黃怡超司長 

2014/10/02 粒線體異常與癌症 陽明大學藥理學研究

所李新城所長 

2014/11/04 Photodynamic therapy: 

translational studies and 

epigenetic regulation 

台灣大學生化科技系

陳進庭教授 

2014/11/19 From metabolic syndrome to 

diabetes and diabetic 

complications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

蕭明熙教授 

2014/01/06 Cellular Reprogramming and iPSC 

in Personalized Medicine 

陽明大學藥理學研究

所 邱士華教授 

2015/03/17 生技醫藥專利停看聽 萬國專利商標事務所

專利代理人  陳孚竹

博士 

2015/03/24 Anti-cancer drug discovery 

targeting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s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

研究所  梁博煌研究

員 

2015/05/26 Aberrant astrocytes impair 

vascular reactivity in 

Huntington’s disease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

科學研究所  陳儀莊

研究員 

2015/06/02 Modulation of Autophagy 

Signaling in Cancer and Antigen 

Presenting Cells 

馬偕紀念醫院放射腫

瘤科 陳裕仁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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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部北二區學校聯盟系列演講 

本所已規畫幹細胞醫學與生物材料工程教師成長社群(佐證 項

目三_5 104 年度教師成長社群申請表)，此社群於 2015 年 11 月起將

規劃邀請台灣地區幹細胞醫學與生物材料工程的傑出研究人員及教

師蒞校進行演講交流，將可提供本所教師與研究生跨領域知識的增

長。 

(三) 學生生涯學習與支持系統 

為提供學生生涯及就業規劃，本所邀請業界專家給予演講分享，

103 學年度安排了生技產業與畢業生涯規劃演講 (表 3-6)，邀請產業

及創投業專家進行演講。本所除了指導教授指導研究論文，亦搭配導

師制度訪查各屆學生之學生及生活適應狀況，各班導師將視定期聚會

訪查之結果，採取相關反應措施，學校心理諮商中心與本所有良好溝

通管道，可隨時反映相關學生情緒及學習問題。 

表 3-6、生技產業與畢業生涯規劃 (佐證 項目三_6.1 生涯講座計畫

書 吳國怡業務協理) (佐證 項目三_6.2生涯講座計畫書 黃少穎協理) 

104 年度 馬偕醫學院 生技產業與生涯發展-系列演講 

4/21 
中國信託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吳國怡業務協理 

題目: 生物科技與創業投資經驗分享 

6/9 
倍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少穎協理 

題目: 畢業生如何搭上台灣生技產業發展列車 

四、 畢業生表現與互動及其資料建置與運用情形 

本所由所辦公室定期發信給畢業生更新就業狀況，且未來定期舉

辦生醫所畢業生與所內師生的聚會，除了凝聚畢業生對生醫所之向心

力，亦可追蹤及評估畢業生畢業後之表現。本所已著手將第一屆、第

二屆的學生透過建立臉書粉絲頁來聯絡互動，未來將持續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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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問題與困難 

一、 由於少子化趨勢加上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繼續攻讀碩博士之意願

降低，導致國內各大學碩士班招生率下降，本所為新設立之研

究所，在提升知名度之時、又遭遇此一時勢，導致 101-103 學

年度新生之報到率不佳。 

二、 由於本所為新創立之研究所，且無直屬之大學部科系，在遭遇

招生率不佳的同時，所招收之學生雖有研究的熱誠，目前較難

招收大學學科成績優秀之應屆畢業生報考，因此需有針對錄取

之研究生畢業水準的品質管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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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改善策略 

本所因應少子化及應屆畢業生就讀研究所意願下降之時勢，於

103 年度鼓勵所內專任老師至各大學生科相關科系進行演講，並進行

招生宣傳，其效果已在 104 學年度之招生獲得成效，碩士班甄試有

14 人報考，錄取 6 人；碩士班招生考試有 6 人報考，錄取 6 人，使

得本所 104 年度招生達成預期招收 12 位研究生的名額，在招生事務

上有顯著進展。 

負責教師 卓文隆老師 賴宗聖老師 莊育梩老師 許益超老師 

103 學年度 輔英科技大學 

文化大學 

銘傳大學 

中台科技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大同大學 

亞洲大學 

由於本所為新創立之研究所，且無直屬之大學部科系，為促進國

內各大學生命科學相關科系學生對本所的了解，本所於 104 年度開始

招生大學部的暑期學生，並請本所研究生回母校宣傳，未來將拓及此

一招生宣傳至暑期生和研究生。104 年度之暑期學生來源主要為國內

各大學生科相關科系。在考量高等教育之公平性與多元性，透過此一

暑期生制度之宣傳與實行，促進本所在國內各大學院校之知名度，增

進學生對本所教師研究專長之了解，以利未來招收適合就讀本所之學

生(佐證 項目三_7 大專生暑期研習計畫說明會)。 

本所為新設之研究所，為管控畢業生之水準，本所碩士班學生畢

業前須對全所老師進行口頭報告，半數以上老師投票通過後才可提畢

業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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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總結 

本所學生來源多元，除了生科相關領域大學畢業生外，也確實提

供馬偕紀念醫院等之醫事人員進修之管道。本研究所亦定期於所務會

議中檢討招生規劃與策略、獎助學金名額；推動教師校外演講宣傳，

以吸引合適之學生的報考。本研究所定期為新生舉辦新生座談會，協

助學生瞭解本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各項修業規定與期望以及介紹

本所專任師資之專長與研究方向，並詳細解說課程 規劃、畢業要求、

未來發展方向等，以支持學生能在入學時做好學習與生活上的準備。 

本所建立支持學生課業學習的系統，能妥善建置、管理與運用課

業學習資源，訂定各類資源適合之管理、分配、使用或申請辦法，讓

學生學習獲得適當的支持。本研究所以所設立之教育目標為基礎，致

力於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提供學生課業學習之行政支持、軟硬體設

備相關支持及獎助學金相關支持。 

本所已建立學生專業領域外之學習支持系統，包括於研究所網頁

公告之演講訊息、規劃師生跨領域學習成長的系列演講、並安排生技

產業與畢業生涯規劃演講。 

本所由所辦公室定期發信給畢業生更新就業狀況，未來將定期舉

辦生醫所畢業生與所內師生的聚會，除了凝聚畢業生對生醫所之向心

力，亦可追蹤及評估畢業生畢業後之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