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 
 

項目四：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 

壹、現況描述 

臨床與基礎醫學的結合是本所創立的一個主要理念，目前進行中

的研究計畫包括：幹細胞、轉譯後修飾、細胞週期、傳染病的感染機

制及防禦、藥物蛋白體、基因治療、代謝疾病、心血管疾病以及神經、

肌肉、心臟發育動物模式等研究。教師陣容及其專長符合本所開辦的

教育目標與宗旨(佐證 項目四_1 專任教師履歷表)。 

在學校及馬偕紀念醫院系統支持下、本所開辦三年間專任教師共

執行科技部計畫共 37 件，其中專任教師佔 18 件，而合聘教師佔 19

件，獲得之補助金額總計為新台幣 49,049,000 元。同期間，本所執

行非科技部合作計畫共有 19 件，共獲得研究補助金額為新台幣

34,481,900 元。產學合作計畫也是本所的重點發展方向，過去三年

間參與的產學合作計畫共有 8 件，獲得研究經費總額為新台幣

6,699,627 元。研究成果詳情請參見表 4-2。 

SCI論文發表是研究成果的重要指標，開辦至今本所共發表了159

篇SCI研究論文(表4-2)，每年SCI論文發表都能維持一定的水準。值

得一提的是，本所與馬偕紀念醫院的研究合作也建立了一個良好的基

礎，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同時也代表著馬偕醫學院與醫院充分支持

本所成長發展，足見本所之教學、研究及服務指標將能達到預期的成

果。 

現在國內已有 12 所設有醫學系的大學，各醫學院無不重視研究，

成果大多享有國際聲譽，為迎頭趕上，擠身一流大學之林，本所目前

有如下規劃： 

一、 爭取校外研究計畫：申請科技部計畫是研究所聲望建立的最基本

要素。此外，還需要爭取到教育部的私校特色計畫，科技部的整合型

計畫和大型的國家型計畫，這才能真正的彰顯馬偕醫學院的研究實

力。 

二、 國家型整合計畫：我們已擬定出初步的共識，以發炎、粒線體

異常與癌症(先以大腸直腸癌為基礎)之關係為整合團隊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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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此希望能找到癌症發生的主要原因。這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也

是本所聲望建立的基礎。 

三、 在研究論文發表方面，我們期待能發表國際一流的研究論文，

每年皆有 IF>10 的論文發表；十年內提升到有發表在 Science, 

Cell, Nature 等論文集的能力。 

四、 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期望在十年內能成為國內一流的生物醫學研

究所，世界學門排名能進入五百大。 

五、 系友的成就也為本所研究成果的重要指標。我們期望在職醫事

人員畢業後，能將他們學到的新知識在職場上發揮，因而有助

他們在原單位的發展與晉升；而一般生畢業後除了部份繼續升

學外，預期大部分學生將進入生技有關的職場，以他們所學發

揮所長以建立他們的事業基礎。因此系友們的未來成就，也是

本所邁向頂尖大學的一大要素。 

貳、特色 

本所將來發展的整合研究方向為：粒線體異常疾病研究，以大腸

癌為研究基礎的整合研究方向(佐證 項目四_2 「粒線體異常與相關

疾病研究中心」規劃書)。以下謹就醫學院對於教師與學生在研究方

面之支持系統，及對本所組織之構成與運作、經費、設施與空間之投

入先做說明，再針對本所的研究與服務成效進行敘述。 

4-1 校方對於教師研究的支持系統 

一、 校內外資源 

本校已挹注了新台幣 140,767,788 元 (佐證 項目四_3 馬偕醫

學院歷年公共儀器經費挹注概況) 購置共同貴重儀器供師生們使用 

(佐證 項目四_4 校級共同貴重儀器設備)。本校設有貴重儀器委員會

(佐證 項目四_5校共同儀器室公用儀器購置申請辦法)，以審查各老

師提出的儀器要求，並合理的篩選應購置的儀器設備。本所也設有共

同儀器室(佐證 項目四_6 生醫所共同儀器設備)。加上校級的共同儀

器中心，本所敎師的儀器設備已十分充裕，研究成果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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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聘教師開辦費  

新聘老師皆可提出申請，並經研發會審查通過後核定開辦補助

(佐證 項目四_7 新聘教師研究室設置補助要點)。補助上限為台幣

1,000,000 元正。本所新聘老師開辦費核准現況如表 4-1 所示。 

表 4-1  新聘教師開辦費核准概況 
 

申請人 申請日期 計畫名稱 核定經費 

卓文隆 098/12/1 
利用一多重抗藥性的包曼尼不動桿菌臨床株進行

抗-抗生素基因 OXA-72 的分子研究 
1,000,000 

莊育梩 102/9/12 LM07 及 RED 在有絲分裂檢查點中所扮演的角色 1,000,000 

許益超 102/3/1 
神經膠質母細胞瘤細胞之纖毛轉錄因子及纖毛內

生長分化相關訊息傳導研究 
1,000,000 

頼宗聖 102/4/24 Tissue traqnsglutaminase (TGM2) and inflamation 1,000,000 

三、 校內計畫申請 

申請的主要條件為必須當年度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未通過者。校內研

究計畫經費上限為台幣 500,000 元正。校內研究計畫申請辦法詳如(佐證 

項目四_8 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要點)。目前生醫所教師已得到一件校

內經費補助。 

四、 研究成果奬勵 

凡發表在 SCI 等級的國際論文，按論文的 IF 或最佳排序而定

出論文的加權值，並乘以論文的種類和作者排序加權 (J x A x C) 而

得出一 W 值於以奬勵。生醫所專任教師成果奬勵現況如(佐證 項目

四_9 生醫所教師成果奬勵現況) (佐證 項目四_10 學術研究成果獎

勵要點)。 

五、 與馬偕紀念醫院研究合作計畫 

每年在醫學院的敎師可比照醫院的同仁申請醫院的院內計畫。目

前已有 5 件兩院合作畫 (佐證 項目四_11 生醫所教師與馬階醫院之

研究合作計畫)，並構築了兩院合作的基礎，臨床與基礎研究合作的成

果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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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支持校外計畫申請  

本校訂有校外計畫補助辦法(佐證 項目四_12 馬偕醫學院教師研

究獎補助辦法)，這種研究計畫補助款是可積存的，需要時可向校方申要

撥款，不需時可永久保存，留待不時之需。生醫所教師科技部計畫申請現

況如(佐證 項目四_13 生醫所教師科技部計畫申請現況) 所示。 

七、 教師休假進修  

馬偕醫學院設有教師講學、研究及進修辦法 (佐證 項目四_14 馬

偕醫學院教師講學、研究及進修辦法)。本校專任教師服務滿二年以

上，並符合所規定的資格條件者，始得申請。詳細請參閱附件 4-15。

另本校也訂有教授休假研究辦法，詳情如(佐證 項目四_15 馬偕醫學

院教授休假研究辦法)所示。 

八、 減授鐘點 

本校訂有教師授課時數計算辦法 (佐證 項目四_16 教師授課時

數計算辦法)，有關減授鐘點規定簡略如下：兼任一級行政主管者每週

減授4小時、二級行政主管每週減授2小時。指導研究生：博士班每生

以每週 1.5 小時計算，碩士班每生以每週 1 小時計算，合計每學期

以不超過每週 3 小時為限。 

九、 產學合作辦法 

產學合作計畫可得到校方的相對配合補助，補助上限為產學合作

計畫經費的 50%。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詳如(佐證 項目四_17 馬偕醫學

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佐證 項目四_18 生醫所產學合作計畫執行

現況)三年來，產學合作計畫進注的經費為新台幣 6,699,627 元。寄

望產學合作將會帶動本所規劃的臨床轉譯醫學的發展。 

十、 敎師交流分享、教發中心教學研討 

本校設有校級教師交流分享研討會，教師教學與研究交流分享會詳如

(佐證 項目四_19 教師教學與研究交流分享)。在過去二年中，本所教

師在分享會中作報告的共有 10 人，其報告題目詳述於(佐證 項目四_19 

教師教學與研究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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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研究團隊  

本校的粒線體研究已有一定的水準，本所希望能組織一研究團隊，

以粒線體為基礎來探討其與疾病的相互關係，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這個

構想能成為本所的特色團隊整合計畫。「粒線體異常與相關疾病研究

中心」規劃書詳如 (佐證 項目四_2 「粒線體異常與相關疾病研究中

心」規劃書)。 

十二、 優越的研究環境 

(一) 教室、學生―教師互動空間 

本所備有充裕的教學及師生互動空間，並建構了一個多功能的

師生互動空間，以供小組的討論、師生間的小型活動、以及所

內腦力激盪的場所，以激發出屬於本所的長期研究方向。 

(二) 研究空間、儀器設備 

本所研究空間的設計是一個大型開放式的共同實驗室，在此能

增進研究人員的互動，發揮資源共享的效益。本所及校方都設

有共同儀器中心，供老師、研究生使用，詳細儀器設備內容如(佐

證 項目四_4 校級共同貴重儀器設備 ) 及(佐證 項目四_7 新

聘教師研究室設置補助要點) 所示。 

細胞與動物模式是生醫研究的重要研究工具，現時本所已建構

了三個細胞培養室，而其中一個是專供幹細胞研究之用。動物

模式是臨床醫學不可缺少的研究工具，因此我們已建置了一個

斑馬魚動物模式研究室，以提供所內各老師使用。斑馬魚動物模

式研究室是由蔡懷楨教授主持設計，蔡教授是國內著名的斑馬魚

模式研究的專家，也曾三次獲得科技部的傑出奬，現為科技部

「特約研究人員」。現時蔡教授已與各老師討論以斑馬魚研究

模式來規劃本所未來的整合研究方向。 

(三) 校園環境 

本校校園廣闊，依山面海，風景宜人。附近也有不少的旅遊景

點。校園遠離都市，學生可安心在研究室工作，大自然景色可

以調整心靈，也可舒解因研究工作所產生的壓力，在這樣優美

的環境下，研究工作會收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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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優厚的福利支持研究生專心研究 

為奬勵優秀學生，凡入學考試第一名者，皆可免學雜費和住宿

費，此外，每位一般生都可以領取校方提供每月3,500元的助學

金。本校也可優先提供兼任助教職位給每位研究生申請，每月

可領5,000元。同時指導教授也可提供研究生們3000-5000元不

等的兼任助理經費。 

本校有足夠設備完善的宿舍，可讓每位研究生住宿。在校園內

也建置了一個十分完備的學生活動中心，讓學生能享受各式各

樣的體育活動。運動可促進健康，有了健康的身體，對研究的

鑽研亦有極大效益。 

十三、 本所研究與服務的特色  

臨床與基礎整合研究是本所創所的宗旨以團隊合作方式探討現

代文明疾病是本所在研究上的一大特色。受本校為馬偕體系一員之影

響，過去三年的招生中，一般生與在職生的比例幾乎各佔一半，而在

職生中涵蓋了醫師、醫檢師和藥師等(佐證 項目四_20 學生入學管道

及背景分析)，這將有利本所發展基礎與臨床的整合研究計畫。 

在課程上，我們設計了一個以小班制的個人化選修課程，以利各

研究生的個人發展；此外，我們已設計團隊合作的專題報告模式來加

強學生們的團隊合作精神。 

表 4-2: 生醫所教師(專、合聘)研究成果一覽表 

專任/

學年度 

SCI

論文

數 

科技部 

計畫 
金額小計 

非科

技部

計畫 

金額小計 
產學合 

作計畫 
金額小計 金額總計 

101 20 5  5,670,000 5 11,430,000 1 370,334 17,470,334 

102 17 4 5,210,000 6 10,500,950 1 779,293 16,490,243 

103 14 9 9,860,000 8 12,550,950 4 3,550,000 25,960,950 

小計 51 18 20,740,000 19 34,481,900      6 4,699,627 59,921,527 

合聘/

學年度 

SCI

論文

數 

科技部 

計畫 
金額小計 

非科

技 

部計

畫 

金額小計 
產學合 

作計畫 
金額小計 金額總計 

101   29      7  11,740,000          11,740,000 

102   42      8  10,619,000          10,619,000 

103   37      4   5,950,000          2 2,000,000   7,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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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108 19 28,309,000         30,309,000 

總計 159 37 49,049,000 19 34,481,900     8 6,699,627 90,230,527 

4-2 教師研究表現 

本所聘任教師的原則是根據本所訂定的教育目標而徵聘，

教師陣容及其專長應符合本所開辦的教育目標與宗旨。 

一、 研究成果 

本所專任教師於 101 至 103 學年度分別發表了 SCI 論文 49，59

和 51 篇 (表 4-2)。三年中的論文發表皆保持一定的水準。在校方對

研究不遺餘力的支持下，足見將來的研究成果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二、 研究計畫 

本所開辦三年間專任、合聘教師共執行科技部計畫共 37

件 (表 4-2，表 4-3)。研究總經費補助為新台幣 49,049,000

元，足見本所新聘教師的研究實力已受科技部的肯定。三年來，

我們共執行 19 件馬偕紀念醫院的研究計畫(表 4-2)，計獲得新

台幣 34,481,900 元的研究經費補助，兩院的基礎與臨床研究

合作計畫已建立良好的基礎。 

表 4-3  生醫所研究計畫及經費獲得(含專、合聘教師) 

                  專任                
 

 
       合聘     

學

年

度 

科技部

(計畫數) 
  金額 

非科技部 

(計畫數) 
  金額 

科技部

(計畫數) 
  金額 

總計 

畫數 
總經費 

101 5 5,670,000 5 11,430,000 7 11,740,000 17 28,840,000 

102 4 5,210,000 6 10,500,950 8 10,619,000 18 26,329,950 

103 9 9,860,000 8 12,550,950 4 5,950,000 21 28,360,950 

總

計 
18 20,740,000 19 34,481,900 19 28,309,000 56 83,530,900 

三、 產學合作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得到 2個工研院的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2 個科技部的產學合作計畫和 4 個與生技公司的產學合作計畫

(表 4-4)。因此，本所已開拓了產學合作計畫的發展空間。 

表 4-4  產學合作計畫數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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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 

學年度 

產學 

計畫數 
獲得經費 

合聘/ 

學年度 

產學 

計畫數 
獲得經費 總計經費 

101 1 370,334 101     370,334 

102 1 779,293 102     779,293 

103 4 3,550,000 103 2 2,000,000 5,550,000 

小計   4,699,627 小計   2,000,000 6,699,627 

4-3 學生研究表現 

一、 研究成果 

第一屆有兩位畢業生都是馬偕紀念醫院的臨床醫師。一位是心臟科

的主治醫師和一位神經內科的主治醫師。而兩位畢業生現時仍然跟本校

的老師合作研究，建立了馬偕醫學院以及馬偕紀念醫院共同研究合作的

橋樑。 

第二屆畢業生共有 5 人，其中二位是臨床主治醫師，而其他三

位是生科背景的學生。學生的畢業論文及指導老師等詳情如(佐證 項

目四_21 生醫所歷屆畢業生論文及指導老師)所示。 

二、 專題製作 

本所規定每位學生必須依科技部計畫申請書格式，將他們的擬研

究內容撰寫成一個正式的研究計畫交由老師批改(佐證 項目四_22 

生醫所學生研究計畫書)。同時，自這一屆即將畢業的研究生開始，

每位畢業生在畢業前必須制作研究成果海報一張(由104 學年度畢業

生起算)，以供在畢業成果發表會上發表或用以參加國內的研討會，

展示學生的研究成果。 

三、 學生研究論文品質保證機制 

本所要求在畢業前一個學期，碩二同學必須向全所教師作專題報

告，並得到 50% 以上老師認為已達到碩士級的水準後，始得提出碩

士論文口試申請。即本所係以全體老師的認可來確保學生畢業論文的

質量，這為本所的一大特色。論文規定與格式如(佐證 項目四_23 論

文規定與格式) 所示。 

四、 學生研究獎勵 

本所擬於 104 學年度向研發處提出學生研究奬勵機制，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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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優秀研究論文奬 

(二) 研究論文海報製作奬 

(三) 研究論文國內外發表奬 

4-4 本系所師生研究與服務特色 

一、 師生服務表現與支持系統及其成效。 

本所鼓勵教師與學生們積極參與本校的各種行政服務，以增強他

們對本校向心力。同時本所也鼓勵教師和學生們參與國內外的學術活

動，以加強他們的國際視野及生物醫學上的專業知識。 

二、 班制教師能本於專業與班制發展目標之相關校內及校外服務 

(一) 校內外、演講及學術服務 

   本所教師被邀到校外演講有：許益超老師曾應邀到陽明大學及慈

濟大學作有關誘導幹細胞的演講，而莊育梩老師也受邀到陽明大學作

有關細胞有絲分裂的學術演講。而在校內的演講則為數不少(佐證 項

目四_19 教師教學與研究交流分享 )。 

其他學術服務有：卓文隆老師為中國生理學會雜誌編輯委員，及

調適醫學會雜誌編輯委員，並經常擔任外交部國際合作處之國際志工

醫療講座教授(佐證 項目四_24 國合會教育訓練課程)；陳明仁老師

為台灣基因醫學暨生物標記學會理事，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

醫學雜誌編輯委員，台灣外科醫學會學雜誌審稿委員以及中華民國大

腸直腸外科醫學會理事；賴宗聖老師為國際期刊 Biomedicla 

Science Letters (BSL) ； 而 許 益 超 老 師 也 參 與  Stem Cell 

Translational Medicine 的 review 工作；而翟建富老師也曾被多

個知名期刊邀請為評審委員：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Advances in Wound Care, Plos One – 

Biology and life sciences, BMC Microbiology, 以及 Molecular 

Microbiology 等刊期。在口試方面，許益超老師也曾應邀為陽明大

學的碩、博士的口試委員以及清華大學的碩士口試委員。此外，翟建

富老師多年來都是考選部醫師考試生化學的命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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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服務   

本所教師積極參與校內的行政服務，其中二位教師參與也接任校

內行政主管職務。本所教師卓文隆教授身兼主任秘書及教務長二個重

要職位；而翟建富教授也身兼所長及研發處研發長之職位。由於本所

鼓勵各教師參與校內各種行政事務以建立對學校的向心力，因此校內

各種委員會中都有本所教師的參與。教師參與行政事務事蹟詳如(佐

證 項目四_25 教師參與行政事務事蹟)。 

(三) 產學合作  

校方為了鼓勵產學合作，在產學合作作業要點中增列奬勵措施，補助

詳情如(佐證 項目四_17 馬偕醫學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所示。而產

學合作計畫成果如(佐證 項目四_18 生醫所產學合作計畫執行現況)

所示。    

三、 學生於服務工作上之表現 

(一) 校內外的服務表現  

本所鼓勵各學生參與校內的行政服務等工作，因此大多數的學生

都會分配到不同的校內委員會中擔任學生委員之職，好讓他們能及早

了解行政工作的程序及運作過程，並透過參與校務運作，加強對學校

的向心力，培養其對社會服務的參與感。 

(二) 產學合作的表現  

到目前為止本所已執行了 8 件產學合作計畫(佐證 項目四_18 

生醫所產學合作計畫執行現況) ，因此也有不少學生已參與產學合作

計畫的進行，對學生將來的事業發展與啟示會有很大的助益。 

(三) 進修醫事人員事業發展的推動力  

提供在職醫事人員在本所進修是本所創所的一大目標(佐證 項

目四_20 學生入學管道及背景分析)。由於本所多元化的設計，除了

專業上的知識外，他們也能瞭解工業界的運作模式和社會的脈動，對

他們將來的事業發展會有深遠的影響。這將會是本所在班制設計上的

預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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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於師生服務工作之協助與支持 

本所擬在將來，建立學生服務工作之獎勵辦法，研擬對師生服務

的鼓勵辦法，並訂定合理而充分之協助與支持細則，使之能符合本所

創所時的基本理念。 

 在教師支援方面，校方設有新聘教師開辦費申請辦法，以

協助新聘教師建立研究設備(佐證 項目四_6 生醫所共同儀器設

備)；本校也設有儀器申購辦法(佐證 項目四_5 校共同儀器室公

用儀器購置申請辦法)以協助教師們獲得合適的研究器材。現時

校內儀器設備(佐證 項目四_5 校共同儀器室公用儀器購置申請辦

法)以及本所購置的儀器(佐證 項目四_7 新聘教師研究室設置補

助要點)已十分足充足，足夠提供教師們在生醫研究上的使用。 

在鼓勵教師研究方面，本校設有校外計畫相對配合款(佐證 

項目四_12 馬偕醫學院教師研究獎補助辦法)；本校對教師們的研

究成果也設有奬勵辦法(佐證 項目四_10 學術研究成果獎勵要

點)，本所教師多人也因而獲得此項奬勵(佐證 項目四_9 生醫所

教師成果奬勵現況)。本校也用心推動產學合作的發展，訂定產

學合作計畫(佐證 項目四_17 馬偕醫學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產

學合作成果(佐證 項目四_18 生醫所產學合作計畫執行現況)。 

基礎與臨床整合的研究發展也是生醫所主要的發展方向，

現時兩院已有多個研究合作計畫在進行，本所教師與馬偕紀念

醫院的醫師們已架起了合作的管道(佐證 項目四_11 生醫所教師

與馬階醫院之研究合作計畫)，這個基礎與臨床合作的研究成果，

將指日可待。 

本所是建置在第二期教學大樓第五樓層，其可支配的空間

為 1497 平方公尺。平均師、生每人可用空間為 39.4 平方尺，

遠高於教育部的標準。到目前為止，本校已挹注了新台幣

140,767,788元購置生物醫學所需的研究設備 (佐證 項目四_4 校級

共同貴重儀器設備)；此外，本所在新台幣 12,000,000 元開辦費中，

也添購了不少本所特定的儀器設備 (佐證 項目四_6 生醫所共同儀

器設備)，因此研究環境是足以支援本所同仁在研究上的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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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展望：促進學生學習或彰顯本所之聲望、地位或特色 

為了建立本所的聲望，我們必須選取國內知名的醫學院做為本所

聲望建立的標竿(benchmarking)，循序漸進的建立起本所在國內以至

在國外的聲望。 

陽明大學(前身為陽明醫學院)的成立背景與馬偕醫學院十分類

似，始創時就只有醫學系，繼而逐年增設護理系和牙醫學院。陽明大

學至今還是國內規模最小的醫學大學，但陽明大學只花了二十多年的

時間，便成為國內一流的研究型大學，並且在國際的評比中進入世界

五百大和亞洲百大。因此我們認為陽明大學的表現與成就，足以成為

我們發展的典範標竿，希望能在未來二十年內建立我們在國內、外的

學術成就和聲望。 

基礎與臨床的結合是我們既定的研究策略，老化與現代文明疾病

的研究是我們既定的研究方向。轉譯醫學的臨床應用也是我們希望發

展的研究方向。由於醫學院和醫院的關係密切，將來本所的研究成果，

大可通過醫院的育成中心來推動成果的臨床應用，我們希望，轉譯醫

學將會成為本所發展方向的一大特色。 

參、問題與困難 

一、 教師研究表現有待加強：本所只有三年歷史，而大部分新聘教師

在 102 學年才到任，現在還在適應期，然而本所專任教師還能在

三年內發表 51 篇 SCI 論文，實屬難能可貴，希望在適應期過後，

能順利增加論文發表篇數。 

二、 科技部研究計畫只限於個人型的計畫：現時本所教師每人在三年

內都有科技部計畫，在這個極度競爭的情況下，顯示本所老師皆

有研究上的競爭能力。由於本所開辦只有短短三年，本所的整合

計畫還在研擬中，希望假以時日，凝聚共識，以爭取科技部或國

家型的整合計畫。 

三、 學生研究表現有待加強：本所今年才有第二屆的畢業生，故目前

還沒有將研究成果在國內、外的期刊發表，這純然是我們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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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所至。現時各研究室已開始累積研究數據，有些還開始撰寫

手稿，期望不久的將來，學生們都能將他們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國

內、外的期刊中。 

四、 擬加強教師研究支持系統：與他校相比，本校的支持系統已算完

備，足以提供教師們研究的所需。然而，本校是國內最資淺的醫

學院，研究實力難以與其他各校相比。若希望能在短期內追及國

內醫學大學的水準，校方應加強支持系統，以加速各教師的研究

潛能。 

五、 多開設適用課程：多元化與個人化是本所課程特色，應已能滿足

學生的需要。然而，本所規模所限，未能廣設研究新知課程，如 

Bioinformatics，Proteomics 等應用課程，希望能再多聘兼任

教師以滿足完整課程與研究的需要。 

六、 缺少參與際的學術活動：本所師生已廣泛地參與校內的服務，然

而校外的服務只限於少數教師。其原因是本所創辦只有三年，而

新聘教師也只到任二年的時間。同時招生不足，而其中半數為在

職生，因此難以抽空參與校外活動及服務。現時本所已改變招生

策略，104 學年的招生人數已大幅改善，同時教師們已開始穩固

其研究基礎，而本所也將訂定奬勵辦法以鼓勵學生和教師參與校

外服務及學術活動。 

七、 少子化致使難以羅致優秀研究生：由於本校位在台北郊區，交通

不便，而適逢少子化的年代，且本校為一所新的醫學院，知名度

有限，故招生非常困難。然而，本所已有因應之道，以增加招生

人數，使本所能正常發展。 

肆、改善策略 

一、 教師研究表現之改善 

 協助英文修改的管道 

 論文撰寫方法與投稿策略研討會 

 加強與友校之研究合作建 

 建立研究中心，以團隊的力量推動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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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與臨床醫師合作，以擴大研究領域 

二、 學生研究現之改善 

 加強學生研究進度報告 

 研擬研究優良奬勵辦法 

 鼓勵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加強學生論文寫作能力 

 多邀請大師到校作專題演講並與學生作交流活動 

三、 教師研究支持系統之改善 

 建立導師(mentor)制度以啟導新進教師的研究方向與策略 

 建立教師間研究合作的策略與方法 

 增加提供教師出國參加國際會議的支助 

 在寒、暑假舉辦教師研究觀摩營以增進相互在研究上的瞭解 

四、 課程之改善 

 加開本所不足的課程 

 遠距教學以增加課程的廣度 

 研擬綜合轉譯醫學與工業應用課程 

五、 招生策略、校外服務之改善 

 加強宣導以增加報考人數 

 接受本校及他校大學生在本所作暑期研究 

 推動產學與臨床研究以吸引學生的興趣 

 建立優秀學生奬、助學制度 

 建立學生校內、外奬勵制度 

伍、總結 

發展分子生物醫學和臨床應用，是我們用以培養研究生的主要教

育目標。為了現實這個目標，我們聘任了適才的師資，扮演推動這個

目標的主角；為了培養團隊合作研究精神和問題導向的學習模式，我

們在專題討論課中，增加了團隊報告，和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參與專題

討論，來加強學生們對科學研究上的廣度和深度，藉此增進學生們對

問題解決的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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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與基礎的整合研究是我們在研究上的發展方向，我們希望通過

團隊合作和透過與馬偕紀念醫院的合作的模式來達成，而主題將會集

中在大腸、直腸癌，糖尿病等現代文明疾病以及粒線體異常有關的老化

研究為基礎，希望能以此來彰顯本所在基礎研究和臨床應用上的貢獻。 

在學術的定位上，本所以陽明大學為標竿，循序達到我們預期在

國內、外的聲望。在發展過程中，我們會極力爭取科技部計畫，並計

畫取得國家級的大型計畫；同時我們會以產學合作為橋樑來推動轉譯

醫學；在論文發表方面，我們希望能在世界一流的論文集中彰顯本所

的研究能力，預期成果將會彰顯本所在研究上的聲望。在本所的精心

規劃和校方的支援下，預期在廿年內，本所將成為國內一流，亞洲百

大和世界五百大的研究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