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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壹、現況描述 

本所行政架構之組成，係依據所組織章程設有所長一人，目前由

翟建富教授擔任所長，統籌各項事務及決議。另聘有專任辦事員一名

以落實本所行政組織之運作。為使整體所務能夠正常且有效運作，分

別設立了「所務會議」、「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所課程委員會」

及招生委員會。各委員會成員及職掌參見表5-1，本所8位專任教師皆

參與各項行政工作之討論與擬定。 

所務會議及各委員會議依據其組織辦法定期或不定期由召集人召

開以討論相關議題。會中之決議事項呈校方以配合校務計畫發展方向

為考量。目前各委員會運作順暢，職掌明確，所長隨時掌握所務狀況，

所有會議均按規定舉行，運作無礙。 

表5-1、生物醫學研究所委員會主要職掌一覽表 

委員會名稱 工作執掌 召開時間 委員 

所務會議 一、審議本所相關規章。  

二、審議本所所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三、研議本所學生相關事項。  

四、研議本所教學、研究與發展事項。 

五、研議本所議案及校方交辦事項。  

六、其他所務相關議題。 

每月至少

召開一次 

本所專任教師、客座教授及學

生代表: 

翟建富所長 

卓文隆教授、李燕晉教授 

蔡懷禎客座教授、 

賴宗聖副教授、莊育梩副教授 

陳明仁助理教授 

許益超助理教授 

學生代表 (同學) 

楊玲惠(承辦人) 

課程委員會 （一）審議本所之必修、必選與選修科

目及課程內容。 

（二）因應本所發展，整合全所師資及

教學資源，規劃課程、學程、相

每學期至少

開會一次 

翟建富所長 

卓文隆教授、李燕晉教授 

陳明仁助理教授 

許益超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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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系所及研究單位合作事宜。 

（三）協調跨系所課程相關事宜。 

（四）擬訂本所課程、修業辦法等相關

規章。 

（五）審議其他有關課程之重要事項。 

學生代表 (同學) 

楊玲惠(承辦人) 

教師評審 

委員會 

所教評會依相關規定，就所教師之聘

任、聘期、獎懲、升等、改聘、停聘、

解聘、不續聘、休假研究、研究進修、

延長服務、國家講座申請、資遣原因認

定及其他依法令應予審議之事項初審

後送校教評會審查。 

每學期開會

二次為原則 

翟建富所長 

卓文隆教授、李燕晉教授 

賴宗聖副教授、莊育梩副教授 

 

招生委員會 （一）擬定本所招生簡章:包括招生條

件、招生名額、評選項目、錄取

方式、資格審查、成績核定及相

關事項，並提報本校招生委員會

核定。 

（二）訂定各項評選項目之評選方式。 

（三）訂定考試委員資格、人數，聘任

考試委員。 

（四）其他招生相關事項。 

無規定 翟建富所長 

卓文隆教授、李燕晉教授 

蔡懷禎客座教授、 

賴宗聖副教授、莊育梩副教授 

陳明仁助理教授 

許益超助理教授 

楊玲惠(承辦人) 

本所成立至今才三年多，在專任師資的延攬上尚稱如預期，翟建

富教授研究以大腸桿菌基因調控研究為主；卓文隆教授的研究除了原來

的埃及斑蚊免疫機制探討外，近年來也從事院內感染鮑氏不動桿菌之抗

藥性研究；李燕晉教授研究以小兒臨床相關疾病如格瑞夫茲氏病、橋本

氏病和第1型糖尿病中人類白血球抗原複合體和其他區域之基因間的交

互作用為主；蔡懷禎教授建立一套完整的斑馬魚基因轉殖模型，並有多

項基因調控之重要發現，其模型可提供所內外基礎與臨床老師合作研究；

賴宗聖副教授的研究主要著重於組織內 transglutaminase-2 

(TGM-2)和發炎與老化機制之探討；莊育梩副教授的研究主要著重於細

胞分裂相關之分子調控機制如RED在有絲分裂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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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仁助理教授的研究則是與大腸癌臨床治療相關之探討，目前已成功

地將病人大腸癌組織利用Patient-Derived Xenografts (PDX)技術成功

建立研究平台；許益超助理教授以幹細胞研究為主，目前致力於細胞初

級纖毛及纖毛轉錄因子於神經幹細胞之純化與調控研究。至於所上課程

也在每年的校外評鑑委員之建議與所課程檢討下，進行多次改革，目前

除了一門由多位老師合開的分子生物學與細胞生物學為共同必修外，其

他的選修科目相當多元，專題討論幾乎每位專任老師均會參與，討論熱

烈，學生收穫良多。 

為了確保各項教學、研究與行政事項能有效運作並維持品質，本

所目前的自我分析與檢討機制包含定期執行自我評鑑、課程自我改善

機制、由畢業生與業界提供改善回饋建議以及定期接受學校內部稽核。 

由於本所的課程主要是根據教育目標「培養研究生具備分子生物

醫學的核心知識，且能應用於基礎或臨床研究」與六項核心能力所設計： 

一、 分子生物醫學專業知識 

二、 具備廣博生物醫學專業知識 

三、 瞭解科學論文並能整理及清楚表達能力 

四、 撰寫科學論文的能力 

五、 具備以問題為導向之自我思考、判斷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六、 建立具宏觀視野的能力 

5-1 自我評鑑機制 

本所之自我評鑑每年暑假期間均會舉辦，並根據PDCA的作業流程

操作，即規劃(plan)、實行(do)、查核(check)和處置(action)。最

重要的是在所務會議時我們會將校外委員意見列為重要檢討項目，確

實改進。今年為因應教育部評鑑，則根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105年度大學校院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規範擴大辦理。 

今年度的自我評鑑分為準備、組織及執行三階段： 

一、 準備階段 

由所長及行政助理匯集各項評鑑相關作業資訊，進行資料整理，

並招開所務會議說明應準備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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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階段 

於所務會議中研擬自評準備與分工，並由本所專任教師成立系所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由翟建富所長為召集人，根據自評報告評鑑項目

一至五，配合學校整體規畫擬定系所自我評鑑實施計畫，建立組織和

分工。本所之自我評鑑報告，在全體教師協助下，共同努力撰寫完成，

各部分專責教師名單如表5-2。 

表5-2、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成員與分工 

工作事項 分項負責人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 賴宗聖老師 

項目二、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 莊育梩老師 

項目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許益超老師 

項目四、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 翟建富老師 

項目五、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卓文隆老師 

行政事務 楊玲惠小姐 

各小組依據評鑑項目下之參考效標逐一檢視執行情況，半年來平均每

月召開一次評鑑小組會議，討論： 

生物醫學研究所成立宗旨及教育目標的執行狀況。 

(一) 工作小組之權責劃分及溝通協調。 

(二) 針對各小組之評鑑工作資料準備報告與檢討。 

(三) 確定評鑑過程中所需資源，如經費、行政人力、數據取得等的

協調工作。 

三、 執行階段 

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組成所自評「實地訪評小組」進行訪評(104年7

月17日)，彙整其建議以進行改善。實地訪評之舉行時間及委員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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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生物學研究所實地訪評時程 

項目 受鑑時間 實地訪評委員姓名 目前任職單位 

自評訪視 104年7月17日 校外委員 
林敬哲教授 台大醫學院生化所所長 

廖淑惠教授 陽明生科系教授 

本所自我評鑑機制之運作如圖5-1所示。自評機制每年執行一次，

不斷檢討改進。 

 

圖 5-1、自我評鑑之準備與實施流程圖 

5-2 課程自我改善機制 

研究所課程也接受教務處之教學評量，該評量系統讓每位學生可對每

一課程內容與任課老師給予評比與回饋意見，老師需回應學生意見並

進行課程改進。 

由於本所的課程主要是根據教育目標「培養研究生具備分子生物

醫學的核心知識，且能應用於基礎或臨床研究」與6項核心能力所設

計，在校外評鑑委員的建議與學生意見反映下，透過課程委員會的議

決做過兩次大修正，目前除了一門6學分的共同必修核心課程與每學

規
劃
、
執
行
自
我
評
鑑
事
務 

成
立
自
我
評
鑑
小
組 

撰
寫
自
我
評
鑑
報
告
書 

召
開
自
我
評
鑑
小
組
會

議(

多
次) 

書
面
檢
核 

實
地
訪
評 

召開自我評鑑訪評檢討會議 

執行改善 

彙
整
「
實
地
訪
評
小
組
」

建
議 

 



69 
 

期必修的專題討論外，其他選修課程均由指導教授依學生研究的內容

建議。研究生於研一下學期時必須提出論文實驗設計之公開演講

(Proposal defense)，全所師生得針對該論文研究提出各種挑戰以確

保實驗之嚴謹性，下一個學期則須提出論文進度報告(Progress 

report)，研二下學期則須提出畢業前論文公開演講，由全所老師投

票決定是否同意該生畢業，由於層層的研究品質把關，學生隨時必須

針對老師的建議與指導教授討論做必要的研究修正，這是本所對研究

生從事研究之自我改善機制。而到目前為止，本所僅兩名臨床醫師畢

業，但因其就讀本所前已得到醫院同意留職留薪的在職進修，故皆有

就業保障，由於一般生畢業生今年6月才剛畢業，此類學生就業情形

與雇主對課程回饋意見尚待評估。 

5-3 內部控制制度 

 本所自成立以來，配合學校推動內部控制制度，定期接受校方稽

核人員稽核各項行政程序，迄今對所內各項教學、研究、研究與服務

之推動行政業務均有標準作業程序與SOP作業流程。藉由每年的年度

稽核計畫執行，落實各項行政程序的檢討與改善，使本所各項所務能

符合法規規範與實務執行需要。 

5-4 招生現況與改善 

近年來全國因少子化的影響，研究所的招生率無法提升，雖然本

所研究與教學設備先進，師資結構(含合聘師資)健全，但因設所時間

尚短、校園偏僻且交通不便，前兩年研究生的報考率與報到率偏低，

這是本所的弱點，在經過所務會的檢討與改進方針的擬定後，全所教

師動員到各大學校院生命科學相關系所演講，今年的報考率與報到率

有顯著提升，希望接下來幾年的報到率能達九成，以期儘速成立博士

班，以呼應馬偕醫紀念醫院的臨床醫師對本所成立博士班的期待，他

們曾多次表達極高的就讀意願。 

貳、特色 

本所的專任師資有 2位臨床教師及 6位基礎醫學教師，所收的研

究生包含臨床醫師、藥師、醫檢師、護理師及一般研究生，是一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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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其實基礎與臨床整合的研究所，此為本所特色。學生選讀課程與選

定研究主題時也有此特色，基礎研究生會找臨床醫師當指導老師，臨

床醫師研究生也會找基礎老師當指導教授，專題討論課時更是多元而

且頗具挑戰性。 

目前本所學生較少，但所有新穎研究設備齊全，老師大多有國科

會研究計畫或產學作研究計畫，本所已籌劃成立「粒線體疾病與發炎

相關疾病研究中心」，其目的在於組成合作研究團隊，以爭取國科會

大型群體計畫，以利開創特色性主題研究。 

本所是馬偕醫學院唯一的生物醫學研究所，除了學校研究資源豐

富外，馬偕紀念醫院每年尚且提供 500 萬元研究經費促成學校與醫院

的合作研究。 

本所研究生尚少，但可以提供指導的老師除了專任師資外，還有

合聘師資及全部兼任師資，學生研究的多元性選擇廣，每位研究生都

極受教師重視。 

學校提供給每一位研究生都有高品質且收費合宜的住宿空間，比

一般大學優厚的獎助學金，讓研究生可以安心的在學校從事研究也是

本所的一大特色。 

本所行政管理運作的特色在於本所為年輕的研究所沒有包袱，所

務運作皆由所務會議上全體教師共同參與討論，因此對所務運作及制

度規劃皆有一定的共識。且對於制度革新配合度高，能夠持續不斷地

滾動式檢討與改善本所行政管理品質。本所也採水平式組織之運作方

式，根據所內教師之行政專長分項負責，由所長統合以達到最大的效

益。 

參、問題與困難 

一、 新設研究所自我評鑑經驗較缺乏 

本所過去每年均會在暑假進行自辦研究所評鑑，以提供教學與研

究方向的指導與建議，但今年是第一次依照教育部規定執行自我評鑑，

對於評鑑議題的掌握度、相關數據資料的整合度，優缺點能否在自我



71 
 

評鑑中完整呈現，是我們努力的目標，但因本所成立時間尚短，健全

系統的建立與聲望尚待提升。 

二、 學校偏遠及聲望不足招生困難 

學校交通不便及生活機能不佳一直是讓研究生怯步的癥結點，進

一步提高研究生報考人數及報考研究生素質是本所亟待解決的問

題。 

三、 畢業生與業主回饋樣本數不足 

在目前僅有兩屆畢業生、畢業生問卷僅執行於第一屆學生的情形

下，欲透過畢業生與雇主問卷回饋提供課程改進與核心能力是否符合

業界要求之調查，實則有一定難度。 

四、 成立時間尚短，許多投入資源仍待時間檢驗 

教育為百年大計，許多教育資源的投入，皆有待時間檢驗其成效。

雖然本所在空間與設備投入甚多，但因初期知名度不足，招生情形未

達理想目標，也導致所整體研究能量的捉襟見肘。近年在本所師生努

力下，招生情形已有顯著改善，我們可以期待未來本所的成長，會有

較初創時期大幅的成長。 

肆、改善策略 

一、 往後三年每年舉辦一次小型自我評鑑以強化新設研究所自我改

善機制 

大型評鑑需要耗費大量人力，會讓專任師資疲於行政事務，必會

減損研究能量，但以提升教學與研究品質為訴求之小型自評，對新設

研究所應可加速自我改善及制度的建立。(佐證 導論_3：系所評鑑委

員意見表) 

二、 加強系所核心能力與課程連結度，減少畢業生回饋不足之過渡期所

產生之學用落差 

由於實際上只有第一屆的二位畢業生進入職場，無法獲得較廣泛

的畢業生意見與回饋。因此，檢核所核心能力是否與所開設之課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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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藉以降低在此過渡期的學用落差，成為目前本所的改善策略。我

們已於103學年度上學期完成課程雷達圖設計，檢核目前課程與原訂

定之所核心能力相關性，經檢核後發現目前所上課程無法達成所核心

能力之訓練，因此在所務會議重新檢視後，最後決定根據現有課程與

研究方向重新訂定所核心能力與研究方向。 

隨著本所逐年提升招生報到率，未來將有更多生物醫學研究所校

友於職場提供我們回饋意見，更能透過他們的回饋來改善本所課程設

計，達到學用合一之目標。 

伍、總結 

 本所儘管創立不久，在各項所務運作、教學與研究檢核上仍積極

導入PDCA的自我分析與改善機制，無論是各項相關會議之定期討論、

配合校方之內控稽核作業、課程與核心能力的自我檢核、自我評鑑與

畢業生和雇主回饋問卷等制度化建立，都在全體教職員同仁的努力下

定期改進，達到教育品質保證與永續發展之目標。 

生物醫學研究所SWOT分析 

優點(Strength) 
 

缺點(Weakness) 
1. 定位明確。 

2. 指導教授與導師雙軌並行。 

3. 提供學生獎助學金與獎勵優

秀研究生入學。 

4. 課程規劃完善。 

5. 師資陣容堅強。 

6. 研究資源與空間充裕。 

7. 完整追蹤改善機制。 
 

1. 私校學費相對較高。 

2. 學生畢業後繼續升學意願逐年

降低。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1. 生物醫學為國家之重點

研究。 
 

1. 少子化衝擊。 

2. 專業服務多屬學術領域。 

3. 產業界人才需求過少。 

4. 政府財政不佳。 

5. 招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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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我改善機制建立的過程裡，我們遭遇了制度建立初期的經驗

與樣本的不足，年輕系所在短期內無法立竿見影看見成效等問題，但

是藉由每年的小型評鑑，本所已慢慢建立較完整配套的改善策略，本

所在教學與研究的成長與成功將是可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