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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項目二小組會議紀錄 

 
慈濟大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2 學年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自我評鑑-項目二小組 會議紀錄 

 

一、 時    間：民國 103 年 1 月 15 日(週三) 下午16：00 

二、 地    點：E407                             

三、 主    席：張新侯主任                                   記錄：游欣儀 

四、 出席人員：張新侯、王文柄、顏瑞鴻、溫秉祥              

五、 主席報告： 

今日會議是就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自評報告主要負責人討論。 

上次系務會議中決議照舊的組別分組，是因為第二周期的精神不變但是重組後需要一個負責

人來做統整。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重點在於P：規劃  D：執行  C：檢核  A：如何改善缺點並發揚光大優

點。 

 

六、 綜合結論： 

1.因為第二組大部分還是不變，只是需要統整。第一周其實是由王老師擔任主要負責人，其實這

次我們需要撰寫的部分其實不多看起來主要是需要統整的負責人。 

2.因為是重整，所以第二項目可能會有其他項目的部分，而這樣的情況需要有一個老師來負責統

整，負責一個邏輯性的整理跟順一遍。如果其他組別有缺的活則是責成該組去將所缺的項目補

齊。相同的如果是其他項目有第二組需要補充的部分仍須補缺的給其他組別。 

3.討論後由王文柄老師擔任第二組的統整老師。 

4.撰寫後由系上做最後的整理如果有需要更動的當然系上有修改的權力但是要告知。 

5.如果之後檢視後有報告缺失或是佐證資料不全的要請統整的老師去追蹤補齊附件及佐證資料。

27 號下班前 email 給各組的統整老師，28 中午前彙整到欣儀跟秋香這邊。 

 

附件 2：項目三小組會議紀錄 

 
慈濟大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2 學年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自我評鑑-項目三畢業生小組  

會議紀錄 
一、時    間：民國 103 年 1 月 16 日(週二) 下午14：00 

二、 地    點：D432                             

三、 主    席：張新侯主任                                   記錄：王秋香 

四、 出席人員：張新侯、曾英傑、黃舜平、游欣儀、王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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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席報告： 

今日會議是就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自評報告中畢業生此項來討論，第二週期系所評鑑重點在

於P：規劃  D：執行  C：檢核  A：如何改善缺點並發揚光大優點。。 

 

六、 綜合結論： 

1.呈現畢業生滿意度及雇主滿意度調查結果 

2.系友對系上的建議(包括教學、服務、輔導)：如系友建議開設實務或實習課程，則以課規會中討論的

資料呈現 

3.雇主對本系的滿意度、是否適才適用？ 

4.如何凝聚系友情感及獲得系友意見回饋機制(如系友會、系友 FB)，關於系友連繫可請曾英傑老師或

其實驗室資深林玨羽同學或歐懿心同學協助 

5.自評報告中班制(學士班、碩士班)需分別撰寫內容 

6.自評報告本體最多 80 頁，原始資料則放在附錄冊中 

 

【小組會議討論照片】 

 

 

 

慈濟大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2 學年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自我評鑑-項目三會議紀錄 
 

一、時    間：民國 103 年 1 月 16 日(週二)上午11：00 

二、 地    點：E407                             

三、 主    席：張新侯主任                                   記錄：游欣儀 

四、 出席人員：張新侯、張芝瑞、曾若嘉、游欣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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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席報告： 

今日會議是就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自評報告中項目三此項來討論，第二週期系所評鑑重點在

於P：規劃  D：執行  C：檢核  A：如何改善缺乏。 

 

六、 綜合結論： 

1.報告中呈現慈濟特色的產學合作像是學生實習及跟以往不同改善的地方。 

2.附圖或是附表附件等均須統一編號附件 3.1.1-2，附件 3.1.2-3 等。現場佐證資料為現場佐證資料

3.1.1-3。 

3.內容缺少的部分需增加內容。沒有附件的不要寫在內容中。表格多的要放在附件或是只呈現統計的

結果。 

4.課輔的結果呈現方式可以以問卷方式來去調查。屆時呈現問卷調查結果。 

5.自評報告中班制(學士班、碩士班)需分別撰寫內容 

6.自評報告本體最多 80 頁，原始資料則放在附錄冊中 

7.補充實習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 

8.導師晤談表、office hour、慈誠懿德會活動資料要補充及收集 

 

附件 3：項目四小組會議紀錄 

 

慈濟大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2 學年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自我評鑑-項目四小組 會議紀錄 

 

一、時    間：民國 103 年 1 月 16 日(週二) 下午16：00 

二、 地    點：E407                             

三、 主    席：張新侯主任                                   記錄：王秋香 

四、 出席人員：張新侯、孫德珊、靖永皓 

主席報告： 

今日會議是就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自評報告中畢業生此項來討論，第二週期系所評鑑重點在

於P：規劃  D：執行  C：檢核  A：如何改善缺點並發揚光大優點。 

五、 綜合結論： 

1.請各位老師幫忙匯出在國科會的個人資料表， C301 匯出 PDF 檔，C302, C303, C304 三個檔案

匯出 Excel 檔。C302 表中請加入每篇論文發表之學年度、Impact factor、學生中文姓名，作者

請統一格式為 Last Name, Initial 

2.請各位老師幫忙在以下網址提交表單所需內容 ，以利資料統計

https://docs.google.com/a/gms.tcu.edu.tw/forms/d/1QP4A1Uuruhm9KNNDrO4vqoEla_fa1ISeC1riEF0cqC

k/viewform 

3.自評報告本體最多 80 頁，原始資料則放在附錄冊中 

 

【小組會議討論照片】 

https://docs.google.com/a/gms.tcu.edu.tw/forms/d/1QP4A1Uuruhm9KNNDrO4vqoEla_fa1ISeC1riEF0cqCk/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a/gms.tcu.edu.tw/forms/d/1QP4A1Uuruhm9KNNDrO4vqoEla_fa1ISeC1riEF0cqCk/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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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行動方案 

102 學年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含碩士班) 行動方案 

 

一、 系所宗旨：培養學生瞭解生物科技發展之最新趨勢，訓練其具備投入研究或產業所需 

之知識技能。 

二、 教育目標： 

(大學部) 培養能主動學習並具人文服務精神的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之人才。 

(碩士班) 培養具備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知識與研究能力之專業人才。 

三、 核心能力： 

(大學部) 1.具備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基礎知識的能力 

2.具備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實驗操作的能力 

3.具備邏輯思考、分析事理及溝通表達的能力 

(碩士班) 1.具備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專業知識的能力 

2.具備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研究設計的能力 

3.具備思辨分析、學術口頭表達及論文寫作能力 

四、 SWOT 分析： 

 (Helpful) 對達成教育目標有幫助的  (Harmful)對達成教育目標有害的  

Internal 

內部組織 

Strengths：優勢 Weaknesses：劣勢 

S1.慈濟基金會全力支持本校 

S2.與慈濟醫院有良性互動 

S3.重視科技與人文均衡發展、強調品

格的全人教育 

S4.教師高度共識提升系所整體素質 

W1.地處花東地區，影響學生就讀意願 

W2.因地緣關係，與他校教學及研究之

師生交流較為不易 

External Opportunities：機會 Threats：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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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環境 O1.社會大眾普遍認知身為現代公民應

同時兼具科技與人文的涵養 

O2.因應多元的經濟發展，具備跨領域

技能的人才備受重視 

O3.品德要求漸受產業人才需求所重

視，符合本校優良校風 

T1.少子化趨勢影響系所招生 

T2.一般大眾認為本校校風較為保守，

部份優秀學生以本校為優先就讀意

願較低 

T3.知名度尚未打開，招生及就業仍有

阻礙 

 

五、 發展策略： 

SO：強化策略 

  1.邀請本系師生及校外專業人員參與課程規劃，透過與師生溝通，以期課程規劃與設計能有效

達成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力，進而進行相關改善、同時希望藉由進行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意見調查等，以確保畢業生具備既定之核心能力及進行行政管理與自我評鑑機制改善(因應 S4)，

詳見方案 6-3「教學增能」、6-7「課程規劃」、6-10「學生學習成效評估與品質改善機制」、6-12

「行政管理與自我評鑑機制」。 

  2.為符合系所發展特色及方向，培育出優秀人才，因此開設『人類分子遺傳實驗技術』、『分

子遺傳學原理與技術』、『細胞遺傳學含實驗』、『細胞培養技術』、『遺傳學』等課程，

期望增進學生對於細胞培養、分子生物遺傳與細胞遺傳領域的瞭解(因應 S2、O2、O3)，詳見

方案 6-5「強化實作能力提升計畫」。 

  3.為落實系所畢業生學習成效評估、維持畢業生畢業素質(因應 O3)，詳見方案 6-11「畢業生表

現與互動」。 

  4.為提供學生完整之學習支持與發展協助，本校以三軌輔導制、學習預警、學習輔導及生涯輔

導等方式給予學生全方位的輔導及協助(因應 S1、S3、O1、O3、T1)，詳見方案 6-4「學生學習、

生活、生涯與職涯輔導」。 

5.努力參與外部教育計畫，加強與校內外系所合作，提升教學品質(因應 S3、O1、W1、W2、T3)，

詳見方案 6-3「教學增能」、6-6「多元學習活動」。 

   

WO：改進策略 

  1.透過師生共同參與擬訂符合學術與產業需求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以及提升教師素質、教

學設計、教師教學、學習評量與教學評鑑與教師成長等方式，以期提升整體教學品質與成效(因

應 S4)，詳見方案 6-1「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審議」、6-2「教學品質與成效提升」。 

  2.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活動，鼓勵學生參與系所自辦英語學習活動；且本系提供全英語教學課程，

可同時提升英語及專業能力，達成學生學習之自我改善(因應 O2)，詳見方案 6-6「多元學習活

動」。 

 

ST：監控策略 

  1.提供學生優質學習環境，購置教學相關軟硬體，強化教學空間與設備，並提供學生工讀與獎

助學金機會(因應 S3)，詳見方案 6-13「學習資源優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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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進行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建立完整之系友資料庫，作為系所學生學習成效評估之參考(因應

T2)，詳見方案 6-11「畢業生表現與互動」。 

 

WT：加強策略 

  1.為提高本系學術研究之質與量，以及增加與慈濟醫院醫師或相關學術單位之合作研究機會(因

應 W2、O2)，詳見方案 6-8「研究增能計畫」。 

  2.為改善碩士班招生情況，對於本校大三學生加強宣傳，鼓勵其申請五年一貫學程，並加強網

頁改善，以及積極進行國際學生招生(因應 W1、T1、T2、T3)，詳見方案 6-9「強化招生策略」。 

六、 行動方案： 

6-1 

方案名稱：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審議  

方案目的：師生共同參與擬定系所目標與發展計畫。  

方案說明：制訂符合學術與產業需求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並由師生共同參與擬定有

效達成教育目標之系所發展計畫。  

方案經費：0 

預算來源：- 

執行事項 

1. 每年定期評估教育目標是否符合專業發展趨勢與產業需求。  

2. 依據教育目標與產業需求由師生共同參與制訂學生核心能力。  

3. 定期宣導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並進行瞭解及認同調查。  

4. 執行 SWOT 分析擬定達成教育目標之策略與行動方案。  

5.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自我改善事項納入發展計畫。  

6. 系所發展計畫通過系務會議審議。（有合理的機制檢視、修正定位、教育目標、核心能

力及發展計畫）  

 
 
6-2 

方案名稱：教學品質與成效提升  

方案目的：提升系所教師整體教學品質與成效。  

方案說明：透過提升教師素質、教學設計、教師教學、學習評量與教學評鑑與教師成長

等方式整體性的提升系所教學品質與成效。  

方案經費：0 

預算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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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事項 

1. 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檢核專兼任教師數量、專長、結構與教育目標及課程規劃相

符程度。  

2. 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檢核全系教師教學大綱之課程教學目標與所要達成之核心能

力的完整性。  

3. 辦理系所自評檢視教師「自編講義、編製數位媒材、多元教學方法、多元學習評量、

參與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活動」的情形。  

4. 協助執行國科會生物處 102 年「生命科學教育研究推動計畫」，與國內其他生科相關學

系合作，以期提升教師增能的交流及學生學習的互動。 

 
6-3 

方案名稱：教學增能  

方案目的：營造教師精進專業教學知能氛圍。  

方案說明：鼓勵教師參與教學交流，透過經驗分享及回饋機制，增進教學效能，並提供

教師輔導機制或專業成長機會。 

方案經費：依教卓計畫核定金額 

預算來源：教學卓越計畫 

執行事項 

1. 鼓勵教師進行微觀教學錄影或教室課堂觀察，發現並改善教學問題，提升教學品質。  

2. 鼓勵組成「教師專業社群」分享教學經驗，落實領域對話。  

3. 鼓勵教師參加各項競賽及提出創新教學計畫，刺激教學專業成長動能。  

4. 建立教師教學評量回饋機制，提升教學效能。  

5. 依據教學評鑑結果，提供教師輔導機制或專業成長機會。 

 
6-4 

方案名稱：學生學習、生活、生涯與職涯輔導  

方案目的：提供學生學習、生活、生涯與職涯發展之支持與協助。  

方案說明：以三軌輔導制、學習預警、學習輔導及生涯輔導提供學生完整之學習支持與

發展協助。  

方案經費：0 

預算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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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事項  

1. 分析檢討學生課業學習表現。 

2. 執行學習成效期中預警，提供學習輔導。 

3. 執行導師制與教師晤談時間。 

4. 鼓勵師生參與慈誠懿德活動。  

5. 配合諮商中心辦理三級預防輔導工作。  

6. 辦理學生校外住宿訪視與輔導。  

7. 辦理生涯與職涯輔導..等學生升學與就業輔導活動。  

 
6-5 

方案名稱：強化實作能力提升計畫 

方案目的：培養實驗操作能力，提升職涯競爭力。 

重點說明：充實教研器材設備，開設符合系所發展之各項實驗課程，增進學生對細胞培養、

分子生物遺傳與細胞遺傳領域的瞭解。 

方案經費：1,129,420 

預算來源：：【102320600-02-07、11】+【102320600-04】-【102320600-04-03、10】 

執行事項 

1. 開設碩士班「人類分子遺傳實驗技術」暑期實驗課程 

2. 開設大學部「分子遺傳學原理與技術」課程，安排 DNA 選殖技術（DNA cloning）、反轉錄

聚合鏈反應（RT-PCR）及染色體染色技術（cytogenetics）等基本實驗。 

3. 開設實驗課程 

（1）細胞遺傳學含實驗 

（2）細胞培養技術 

   （3）遺傳學 

4. 增補汰換教學研究器材設備 

（1）實驗課程所需耗材與試藥。 

（2）共用儀器室液態氮及二氧化碳耗材。 

（3）-152 度超低溫冷凍櫃。 

   （4）二氧化碳鋼瓶氣壓表、流量計、移動式二氧化碳鋼瓶固定架、管線及相關配件。 

 
6-6 

方案名稱：多元學習活動 

方案目的：拓展學生視野，強化學習成效。 

重點說明：舉辦學術、語言及分遺週等多元課外活動，並鼓勵學生參與。 

方案經費：45,000 

預算來源：【102320600-04-03、10】+【102320600-06】+【102320600-10】 

執行事項 

1. 舉辦 9 場 English corner 英語課外學習活動 

（1）以英文分享留學、外國工作、旅行、電影、音樂、閱讀及與國際學生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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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強化課程內容。 

   （2）將參與活動達 2∕3 以上之學生列為系所推薦姊妹校交換學生名單，並抽出 5 位全

勤學生給予獎勵。 

2. 邀請荒野協會及國內外知名團體蒞校演講。 

3. 辦理大學部生物學實習校外教學，帶領學生參訪國家級研究單位。 

4. 培養學生參加國內外科學競賽。 

5. 辦理分遺週系列活動。 

 
6-7 

方案名稱：課程規劃 

方案目的：強化課程規劃、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之關聯性。 

重點說明：聘請校外委員協助課程設計，定期檢視課程規劃，修訂課程大綱，確保課程設

計有效達成學生核心能力。 

方案經費：95,420 

預算來源：【102320600-02-03、06】+【102320600-05】+【102320600-07】 

執行事項 

1. 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聘請學界及業界代表兩位校外委員，共同參與課程規劃。 

2. 辦理焦點座談確保課程規劃與設計能有效達成核心能力。（依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進

行課程規劃）  

3. 定期依校院系課程規劃機制，審議課程架構及內涵，修訂課程大綱。 

4. 強化課程地圖，顯示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之關聯性。 

5. 舉辦師生交流座談會，宣導課程地圖，調查師生對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之了解與認同。 

6. 發展 E 化教學。 

 
6-8 

方案名稱：研究增能計畫 

方案目的：檢視師生研究表現提升系所整體研究品質。  

重點說明：強化研究，舉辦相關社群、學術研討活動及研究成果發表會，建立畢業門檻檢核

機制，配合系所發展方向，加強校內外學術研究合作。 

方案經費：302,955 

預算來源：【102320600-08】+【102320600-09】 

執行事項 

1. 配合課程舉辦 4 場專題演講。 

2. 辦理校內和校際學術交流及研究成果發表會。 

3. 舉辦研究專題成果發表會，獎勵表現優異學生。 

4. 辦理碩士論文審查，檢核碩士生學術與專業表現是否達到學門普遍認可程度。 

5. 調整教師授課時數，增加研究時間。 

6. 與慈濟醫院及校內其他學系合作進行相關研究，結合臨床與理論基礎。 

7. 檢視師生研究表現是否符合定位、教育目標、系所班制結構與學門普遍認可水準。 

8. 檢視指導教授研究生指導負擔與碩博士之數量符合教師人數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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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方案名稱：強化招生策略  

方案目的：招收優質學生，增加系所曝光度。 

重點說明：舉辦大學及五年一貫學程招生說明會，爭取優秀學生報考本系或留校進修碩士班。 

方案經費：30,000 

預算來源：【102320600-11】 

執行事項 

1. 提供招生宣傳品。 

2. 舉辦五年一貫招生說明會，鼓勵優秀學生留校進修碩士班。 

3. 配合大學博覽會與各校需求，舉辦招生說明會，介紹本系特色。 

4. 加強延攬外籍生相關準備工作。 

5. 至各高中進行系所介紹或協助面試。 

6. 加強學系中英文網頁內容。 

 
6-10 

方案名稱：學生學習成效評估與品質改善機制 

方案目的：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確保畢業生具備既定之核心能力。 

重點說明：執行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內外部利害關係人意見調查及分析改善機制，作為改善學

生學習成效之參考。 

方案經費：0 

預算來源：- 

執行事項 

1. 依「校務行政與教育品質持續改善辦法」進行畢業生能力檢核，並分析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結果。 

2. 針對內外部利害關係人（師生、畢業生、企業雇主）進行「學生學習成效」（包含：核心能

力之設計、課程規劃與設計、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以及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意見調查。  

3. 提出「教育品質自我改善分析報告書」作為「系務會議」改善學生學習成效（包含：核心

能力之設計、課程規劃與設計、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以及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之參考。  

4. 依據意見調查之分析結果，制訂系所計畫之行動方案以落實改善。 

 
6-11 

方案名稱：畢業生表現與互動  

方案目的：建立畢業生學習成效品質管控機制，執行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與分析  

重點說明：研擬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進行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建立完整之系友資

料庫，並分析畢業生之升學、就業與證照考試狀況，作為系所學生學習成效評估之

參考。  

方案經費：0 

預算來源：- 

執行事項 

1. 建立畢業生學習表現品質管控機制，確保畢業生具備要求之核心能力。 

2. 配合校建置系友資料庫及近五年畢業生生涯發展之追蹤與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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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合辦理校級「畢業生流向調查」、「雇主意見調查」及台師大「畢業生流向調查」。  

4. 進行畢業生升學及就業情況等生涯發展分析，作為設計核心能力及規劃課程之參考依據。 

5. 瞭解並分析畢業生表現。 

 
6-12 

方案名稱：行政管理與自我評鑑機制  

方案目的：依據系所評鑑品質保證機制的精神持續進行自我改善。  

方案說明：以行政管理機制及自我評鑑機制之運作進行系所自我改善落實系所評鑑品質保證機

制的精神。  

方案經費：0 

預算來源：- 

執行事項 

1. 定期於系務會議及各項會議對相關議題及師生意見（含學生學習成效）進行檢討、評估、修

正的討論與紀錄。  

2. 召開「自我評鑑委員會」並辦理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自我評鑑。  

3. 執行第一週期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進行持續改善。 

 
6-13 

方案名稱：學習資源優質化  

方案目的：提供學生優質學習環境。  

方案說明：依據學生學習需求增設、購置教學軟硬體，強化教學空間與設備與安全與妥善率，並

提供學生良好之工讀與獎助學金機會，以提供學生優質的學習環境。  

方案經費：578,052 

預算來源：【102320600-02-08】+【102320600-02-11】 

執行事項 

1. 購置-152 度超低溫冷凍櫃教學研究設備。  

2. 配合校方辦理弱勢生、公費生與優秀學生學習獎助學金。  

3. 配合校工讀時數提供學生工讀機會。  

4. 執行教學與學習空間之環境安全與管理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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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2-1：學士班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指標對照表  

 

學系 學制 教育目標 核心能力 核心能力指標 

分

子

生

物

暨

人

類

遺

傳

學

系 

學 

士 

班 

培養具備分子生

物暨人類遺傳基

礎知識及實驗操

作能力之人才 

1.具備分子生物暨人類遺

傳基礎知識的能力 

1a.能具備分子生物及人類

遺傳相關的知識。 

1b.能整合應用分子生物及

人類遺傳相關的知識。 

2.具備分子生物暨人類遺

傳實驗操作的能力 

2a.了解基本分子生物及人

類遺傳研究方法。 

2b.能整合應用分子生物及

人類遺傳相關的實驗操

作技能。 

3.具備邏輯思考、分析事理

及溝通表達的能力 

3a.具備清楚的思考邏輯能

力並能蒐集專業資料進

行研讀與分析。 

3b.能將獲得正確的訊息有

條理及完整的以口語或

寫作方式呈現。  

3c.具備與同儕協調溝通並

合作之能力。 

 

附件 1.1.2-2：碩士班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指標對照表 

 

學系 學制 教育目標 核心能力 核心能力指標 

分子生物

暨人類遺

傳學系 

碩 

士 

班 

培養具備分子生物暨

人類遺傳知識與研究

能力之專業人才 

1.具備分子生物暨

人類遺傳專業知

識的能力 

1a.能具備分子生物及人

類遺傳專業知識。  

1b.能整合應用分子生物

及人類遺傳相關的專

業知識。 

2. 具備分子生物暨

人類遺傳研究設

計的能力 

2a.能理解研究方法的精

神、應用範圍及限制。 

2b.能整合應用分子生物

及人類遺傳專業知識

於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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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備思辨分析、學

術口頭表達及論文

寫作能力 

3a.建立正確獨立的思

維，能蒐集專業資料並

進行研讀與分析。 

3b.具備對學術論文閱讀

與整理的能力。 

3c.能呈現有條理及完整

的口語或寫作方式。 

 

附件 1.2.1-1：學士班必修課程與核心能力權重對應表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學生核心能力與課程規劃之對應表 

核心能力 

1.具備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基礎知識的能力 

2.具備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實驗操作的能力 

3.具備邏輯思考、分析事理及溝通表達的能力 

         核心能力 

必修課程/學分數 

能力

1 

能力

2 

能力

3 

累計 

權重 

佔整體

% 

生物學(一)  3 學分 4.4% 3.8% 4.4% 12% 4.09% 

生物學實習(一)  1 學分 1.5% 1.6% 2.3% 5% 1.77% 

普通化學  3 學分 2.7% 4.7% 1.4% 9% 2.90% 

普通化學實驗  1 學分 1.4% 0.9% 1.3% 4% 1.24% 

微積分  2 學分 0.0% 3.1% 2.7% 6% 1.95% 

生物英文(一)  1 學分 0.9% 0.9% 2.3% 4% 1.36% 

分子生物學和人類遺傳學的歷史 2 學分 1.8% 3.1% 4.5% 9% 3.14% 

生物學(二)  3 學分 4.4% 3.8% 4.1% 12% 4.09% 

生物學實習(二)  1 學分 1.5% 1.6% 2.3% 5% 1.77% 

有機化學  3 學分 4.4% 4.7% 0.0% 9% 3.04% 

有機化學實驗  1 學分 1.5% 0.9% 1.4% 4% 1.26% 

生物統計  3 學分 3.5% 1.6% 1.8% 7%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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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英文(二)  1 學分 0.9% 0.9% 2.3% 4% 1.36% 

生物化學(一)  3 學分 4.4% 1.3% 0.5% 6% 2.04% 

分子生物學  3 學分 4.4% 2.8% 4.1% 11% 3.77% 

分子遺傳學原理與技術 3 學分 4.4% 2.8% 4.1% 11% 3.77% 

分析化學(含儀器分析)(給 101級起入

學之學生修習) 

2 學分 4.4% 4.7% 0% 9% 3.04% 

生物化學(二)  3 學分 4.4% 3.8% 1.4% 10% 3.18% 

生物化學實驗  1 學分 1.5% 1.3% 1.4% 4% 1.36% 

細胞生物學  3 學分 4.4% 4.7% 4.1% 13% 4.40% 

遺傳學  3 學分 4.4% 4.7% 6.8% 16% 5.30% 

生物科技 3 學分 3.5% 3.8% 4.1% 11% 3.79% 

書報導讀(一)  1 學分 1.2% 1.3% 1.8% 4% 1.41% 

專題研究(一)  2 學分 2.9% 3.1% 4.5% 11% 3.54% 

人類遺傳學概論(一)  2 學分 1.8% 3.1% 4.5% 9% 3.14% 

訊息傳遞概論  2 學分 2.9% 3.1% 4.5% 11% 3.54% 

發育生物學 3 學分 3.5% 4.7% 5.4% 14% 4.56% 

神經科學 2 學分 2.4% 2.5% 0.0% 5% 1.62% 

書報導讀(二)  1 學分 3.5% 1.3% 1.8% 7% 2.20% 

人類遺傳學概論(二)  2 學分 1.8% 3.1% 4.5% 9% 3.14% 

癌症生物學導論  2 學分 2.9% 3.1% 0.0% 6% 2.03% 

幹細胞學  2 學分 1.8% 3.1% 4.5% 11% 3.54% 

基因體與蛋白質體學  3 學分 4.4% 3.8% 2.7% 11% 3.63% 

專題討論(一)   2 學分 2.9% 3.1% 4.5% 11% 3.54% 

專題討論(二)   2 學分 2.9% 3.1% 4.5% 11% 3.54% 

合計 100% 100% 100% 300% 100% 

 

附件 1.2.1-2：碩士班必修課程與核心能力權重對應表  



- 18 -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碩士班 學生核心能力與課程規劃之對應表 

核心能力 

1.具備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專業知識的能力 

2.具備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研究設計的能力 

3.具備思辨分析、學術口頭表達及論文寫作能力 

         核心能力 

必修課程/學分數 

能力

1 

能力

2 

能力

3 

累計 

權重 

佔整體

% 

文獻討論(一) 1 學分 7% 8% 8% 23% 7.7% 

人類分子遺傳學(一) 2 學分 15% 16% 16% 47% 15.6% 

細胞生物學 2 學分 15% 16% 16% 47% 15.6% 

人類分子遺傳實驗技術 3 學分 22% 12% 12% 46% 15.4% 

文獻討論(二) 1 學分 7% 8% 8% 23% 7.7% 

人類分子遺傳學(二) 2 學分 15% 16% 16% 47% 15.6% 

文獻討論(三) 1 學分 7% 8% 8% 23% 7.7% 

論文寫作 1 學分 5% 8% 8% 21% 7% 

文獻討論(四) 1 學分 7% 8% 8% 23% 7.7% 

合計 100% 100% 100% 3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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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2-1：慈濟大學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課程結構規劃 

慈濟大學 102學年度 生命科學院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課程結構規劃表 

系教育目標 培養能主動學習並具人文服務精神的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之人才 

系學生核心能力 

1.具備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基礎知識的能力 

2.具備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實驗操作的能力 

3.具備邏輯思考、分析事理及溝通表達的能力 

師資結構 本系專任 12 位，本系兼任 1 位。 

課
程
結
構
（
全
學
年
） 

區分 類別 學分數 
學分數佔畢業總學分數是否適當 
是 否 說明 

校共同必
修 

（大學
部） 

共同必修課程（體
育） 

4   

體育課程總學分數 4 學分
（運動與健康必修 2 學分、
健康體適能實務操作必修 1

學分、活動性課程選修 1 學
分） 

通識課程 
28 (必修
佔 14) 

  
通識課程總學分數 28 學分
(校核心必修 14 學分及學群
選修 14 學分) 

院共同必
修 

（大學
部） 

院核心必修課程 12   

※生物學(一)：3 學分、生物學

(二)：3 學分 

※生物學實習(一)：1 學分、生物

學實習(二)：1 學分 

※專題討論(一)A 班、B 班：各 2

學分(大四生只修其中一班即

可，故學分數以 2 學分計算) 

※專題討論(二)A 班、B 班：各 2

學分(大四生只修其中一班即

可，故學分數以 2 學分計算) 

系
所
課
程 

基礎課
程 

必修 49    
選修 20    

專業課
程 

必修 14    
選修 39    

學系規定畢業總學分數 128    

學系最新版課程地圖之制訂學期 
（學年度/學期） 

102 學年/上學期 

上述課程結構規劃之課程委員會開會
日期（年/月/日） 

10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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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 

課程名稱(學分數) 

大二 

課程名稱(學分數) 

大三 

課程名稱(學分數) 

大四 

課程名稱(學分數) 

基

礎 

課

程 

必

修 

生物學(一)(3)  

生物學實習(一)(1) 

普通化學(3) 

普通化學實驗(1)  

微積分(2)  

生物英文(一)(1)  

分子生物學和人類遺傳學

的歷史(2) 

生物學(二)(3) 

生物學實習(二)(1) 

有機化學(3) 

有機化學實驗(1)  

生物統計(3) 

生物英文(二)(1) 

生物化學(一)(3) 

分子生物學(3) 

分子遺傳學原理與技術(3) 

分析化學(含儀器分析)(2) 

生物化學(二)(3) 

生物化學實驗(1) 

細胞生物學(3) 

遺傳學(3) 

人類遺傳學概論(一)(2) 

訊息傳遞概論(2) 

發育生物學(3) 

神經科學(2) 

人類遺傳學概論(二)(2) 

專題討論(一)(2) 

專題討論(二)(2) 

選

修 

普通物理學(2) 

人體解剖學(2)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生

涯規劃(2) 

人類遺傳學再生醫學研究

領域的發展與啟示(1) 

研究基礎概念學(1) 

實驗室導航(2)  

遺傳學技術含實驗(2) 

基礎微生物學(2)  

生理學(2) 

免疫學(2) 

 

再生醫學概論(2) 

專

業 

課

程 

必

修 

 儀器分析(2)(限 100 級含之

前重修生修課)(故不計入

102 學年課程結構規劃表

學分數) 

 

生物科技(3) 

書報導讀(一)(1) 

專題研究(一)(2) 

書報導讀(二)(1) 

幹細胞學(2) 

癌症生物學導論(2) 

基因體與蛋白質體學(3) 

 

選

修 

 應用生物資訊學(3) 

遺傳工程技術(3) 

分子人類學(2) 

細胞培養技術(2) 

轉殖動物(3) 

專題研究(二)(2) 

細胞週期概論(2)  

分子發育遺傳學(2) 

分子遺傳學(2)  

實務操作基因型鑑定與突

變分析(2) 實務操作模式

生物：小鼠(2) 

演化學(2) 

學士論文(一)(1) 

分子癌症概論(2) 

生醫遺傳產業職涯分析與

發展(1) 

小鼠實驗模式概論(2) 

RNA 干擾技術與應用(2)  

產業實習(1) 

細胞分化及組織工程(2) 

奈米醫學概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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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3：101學年課程規劃委員會課程檢討記錄 

 

會議日期 會議議題 會議決議 

101/11/12  

案由一、討論分遺系大學

部「專題研究」是否開放

外系學生選修？  

1.外系學生選修本系「專題研究」需經原

主修學系系主任同意且指導老師需為

本系主合聘老師。 

2.外系學生選修本系「專題研究」其指導

老師無法獲得本系補助。 

案由二、檢視100學年下學

期開課於分遺系大學部、

分遺系碩士班之「課程內

容檢討意見表」。 

照案通過。  

案由三、討論校外委員對

於分遺系/分遺碩士班100

學年下學期新開課程審查

意見之回覆。 

照案通過。建議課務組於下次新開課程外

審時，聘請較適任的委員進行審查，以利

本系相關意見之回覆。 

案由四、討論101學年下學

期分遺系大學部課程表。 

照案通過。101學年下學期分遺系課程表

請參閱附件。 

案由五、討論101學年下學

期分遺系碩士班課程表。 

照案通過。101學年下學期分遺系碩士班

課程表請參閱附件。 

102/4/9 

案由一、檢視101學年第1

學期分遺系大學部、分遺

系碩士班屬於新增、修改

且開課成功之「課程內容

檢討意見表」。 

照案通過。 

案由二、討論102學年第1

學期分遺系大學部課程

表。 

1.實習相關文件、實習辦法及系實習委員

會等轉系務會議討論。 

2.大四上學期開設「學士論文(一)」1學分

選修、大四下學期開設「學士論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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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分選修。 

3.其餘照案通過，102學年第1學期分遺系

課程表請參閱附件。 

案由三、討論102學年第1

學期分遺系碩士班課程

表。 

1.曾有開設B班(英文班)的想法，待碩士

班確認有收到外國學生時再上簽呈提

出碩士班必修課程另開設B班 (英文

班)，屆時需請各必修主課老師提出英

文版課程大綱，必修之實驗課-人類分

子遺傳實驗技術則毋需提出英文版課

程大綱。 

2.其餘照案通過，102學年第1學期分遺系

碩士班課程表請參閱附件。 

案由四、 

(1)討論教卓計畫於大學部

推廣非證照導向及未開設

見實習課程之學系設專題

製作課程(子項1.3.1)。 

(2)討論教卓計畫於碩士班

鼓勵系所參與教育部「提

升學生專業實務能力計

畫」(子項1.3.2)，強化實務

技能訓練，縮短學用落差。 

(1)子項1.3.1計畫請欣儀協助彙整及佩蓁

協助產官學界交流資料整理。 

(2)子項1.3.2計畫本碩士班先不提出相關

計畫。 

 

附件 2.1.2-1：師資結構表  

 

      學年度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合

計 
備      註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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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

年度 

上學期 2 22% 3 33% 4 44% 9人 
 

下學期 2 20% 3 30% 5 50% 10人 

林明德助理教授

主聘單位轉至分

遺系 

99學

年度 

上學期 2 18% 4 36% 5 46% 11人 

• 新聘曾若嘉助理

教授 

• 孫德珊老師升等

副教授 

下學期 1 10% 4 40% 5 50% 10人 
陳紀雄教授為客

座教授(非專任) 

100學

年度 

上學期 1 8% 4 33% 7 58% 12人 
新聘靖永皓及黃

舜平助理教授 

下學期 1 8% 4 33% 7 58% 12人  

101學

年度 

上學期 1 8% 4 33% 7 58% 12人  

下學期 3 25% 2 17% 7 58% 12人 

劉怡均老師及顏

瑞鴻老師升等教

授 

102學

年度 
上學期 4 33% 2 17% 6 50% 12人 

王文柄老師升等

教授、張芝瑞老

師升等副教授 

 

附件法規 2.1.3-1：慈濟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  

慈濟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 

教育部八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台八三審字第 027444號函備查 

 教育部八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台八七審字第 87065651號函備查 

 90年 1月 9 日第 2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 11月 15日第 2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 1月 9 日第 2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6月 2 日第 31次校務會議通過 

 96年 6月 6 日第 4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11月 7日第 4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3月 26日第 4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3月 25日第 4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11月 11日第 5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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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 4月 14日第 5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0月 13日第 56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月 14日第 58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月 4日第 6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3月 28日第 66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2月 19 日第 7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3月 29日第 7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6月 5日第 72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及升等，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行之。 

第二條 本校依三級三審之程序辦理教師之聘任及升等審查。由各系、所或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

下簡稱系教評會、所教評會、中心教評會）審查通過，送各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

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提請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審定後，報請教育部

審查其資格與核發教師證書。  

第三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升等應受各系（科）、所及中心員額編制之限制。 

 

第二章聘任 

第四條 本校教師聘任，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講師 

一、在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者。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任助教擔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作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

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六年（含）

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助理教授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

四年（含）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畢業，擔任臨床工作九年（含）以上，其

中至少曾專任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四年，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曾任專任講師三年或兼任講師六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副教授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

四年（含）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專任助理教授三年或兼任助理教授六年（含）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教授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

八年（含）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專任副教授三年或兼任副教授六年（含）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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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學資歷以教育部認可之學校、機關為適用範圍。 

第五條 新聘教師以博士學位論文送審助理教授資格者，由各系（所、中心）組成學術審查小組推薦

該專業領域具有充分專業能力之學者五至七名，陳請校長參酌決定校外專家學者三位進行審

查，至少兩位之評分皆達七十分以上。以專門著作送審教師資格（含以博士論文送審副教授）

者，由各系（所、中心）組成學術審查小組推薦該專業領域具有充分專業能力之學者七至九

名，陳請校長參酌決定校外專家學者五位進行審查，至少四位之評分皆達七十分以上。 

第六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聘任以一學年為準（自八月一日至次年七月卅一日止），學年度中途聘任者，

自發聘之月至該學年終了止。教師接獲聘書後，應於兩星期內以書面回覆應聘與否，逾期得

以不應聘論。兼任教師以每學期聘任為原則，第一學期擬聘者應於八月一日前聘定，第二學

期擬聘者應於二月一日前聘定。 

第七條 新聘教師除業經教育部審定合格者外，應於到職三個月內備齊資料及著作送交人事室轉報教

育部申請資格審查。除有不可歸責於教師之事由外，屆期不送審者，聘約期滿後，不得再聘；

送審未通過者，應即撤銷其聘任。 

 

第三章升等 

第八條 本校教師申請著作升等，應符合本辦法第四條各項、款規定，但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

十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取得講師證書，且繼續擔任教職未中斷者，得直接送

審副教授，但審查程序仍應依本辦法辦理。 

第九條 教師升等年資之計算，應以教育部所頒發現職證書內記載起資年月，配合歷年實際接受之聘

書或經歷證明，推算至該次升等所屬學期結束為止（一月或七月），或至報部審定時應符合

相關規定之年資。專任教師至少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一年（但新聘者不在此限）。其前在教育

部認可之其他大學校院之年資得予採計。 

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全時進修、研究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一

年。經核准借調者，於升等時，其借調年資最多採計二年。 

第十條 教師提出升等之時間，必須有在本校任教授課之事實，以全時進修、研究或出國講習，該學

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不得申請升等。但提出申請後，審查過程中，教師出國進修、研究、

講學，則不在此限。  

審查過程中若該教師離職或喪失教師資格，則終止審查程序。  

第十一條 本校教師升等申請之評審項目分為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三部分，研究佔百分之四十至

七十，教學、輔導及服務佔百分之三十至六十。各系（所、中心）、院應依其性質及發展

特色訂定其比例及審查辦法。前項審查辦法應經系（所、中心）、院、校三級教評會通過

後實施。 

第十二條 教師申請升等，應於規定期間向所屬系所(中心)提出申請，並繳送下列表件及資料，否則

不予受理。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二、送審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一式六份。 

三、合著人證明（代表著作有合著者方需檢附）。 

四、教育部所頒發之原級教師證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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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升等年資證明(聘書或經歷證明影本)。  

六、升等推薦書（需系／科／所／中心主管簽註意見）。 

七、升等申請表。  

八、代表著作中文摘要（以外文撰寫者方需檢附）。  

第十三條 升等審查程序： 

一、各系（所、中心）教評會，須就申請人之年資、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成果，依

其相關規定初審作業之綜合審查，經表決通過同意其辦理升等後，檢附相關資料及會

議紀錄，送請院教評會進行複審作業。 

二、院級教評會受理系（所、中心）教評會初審通過之申請升等名單後，應先就申請人之

年資、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成果進行綜合審查表決，表決通過之申請案始得辦

理著作外審；各院應分別成立學術審查小組，本於專業評量及不得低階高審之原則，

推薦各該專業領域具有充分專業能力之學者七至九名，陳請校長參酌決定校外專家學

者進行著作審查，升等者得敘明理由提三人以內之迴避名單。以專門著作、體育成就

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送三位學者專家審查，至少兩位學者專家之評分皆達七十分

以上；以作品、藝術成就證明送審者，送四位學者專家審查，至少三位學者專家之評

分皆達七十分以上。經院教評會複審通過後，檢附相關資料及會議紀錄，送請校教評

會進行決審作業。 

三、校教評會受理院級教評會複審通過之申請升等名單後，應先就申請人之年資、教學、

輔導及服務等成果進行綜合審查表決，表決通過之申請案始得辦理著作外審；校級教

評會應成立學術審查小組，本於專業評量及不得低階高審之原則，推薦該專業領域具

有充分專業能力之學者七至九名，陳請校長參酌決定校外專家學者進行著作審查，升

等者得敘明理由提三人以內之迴避名單。以專門著作、體育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

者，送三位學者專家審查，至少兩位學者專家之評分皆達七十分以上；以作品、藝術

成就證明送審者，送四位學者專家審查，至少三位學者專家之評分皆達七十分以上。

經校教評會決審後通過。 

四、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合於升等資格者，人事室即依有關之規定報請教育部審查。 

五、各級教評會應將審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教師本人，並以副本送其所屬之單位主管，

其不通過者，應敘述其理由。申請人如不服審查結果者，得於收到通知後之十日內（不

含國定及例假日），以書面向上一級教評會申復，院或校級教評會應於收到申復文件

二十日內（不含國定及例假日）召開會議議決之。系（所、中心）案件之申復以院教

評會為最後決議單位，院級案件之申復以校教評會為最後決議單位。 

六、申請升等未通過者（含校內各階段之審查或報請教育部審查），應間隔一次以上方可

再申請升等審查（以申請時為依據）。仍在審查中或提請申復尚未確認者，不得申請

升等。 

第十四條 擬提出升等教師之著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著作應具有個人之原創性，且非以整理、增刪、組成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

他非學術性著作送審。  

二、送審著作須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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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申請升等報請教育部審查時之所有個人在五年內所發表之專業或學術成果。參考

著作須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至本次申請升等報請教育部審查時之所有個人在

七年內所發表之專業或學術成果。但送審人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

前述年限二年。 

三、已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或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含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

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在國內外具有正式

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含以光碟發行）之著作。持前述國內

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其代表著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

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

其因不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

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向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申請展延，並以該刊物出具接受

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經評審通過展延者，應於一年期限屆滿前，報教育部備查。 未

依規定期限發表並送繳發表之代表著作者，學校應駁回其申請，並報教育部；其教師

資格尚在教育部審查者，由教育部駁回其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

者，由教育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四、代表著作如係數人合著，應以書面說明本人參與之部分，並由合著者簽章證明。合著

之著作僅可一人作為代表作送審，其他合著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作送審之權

利。 

五、以外文撰寫者，應附具中文摘要；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領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

時，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文或英文。 

六、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者，自行擇定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

合併為代表著作。代表著作並應非為曾以其為代表著作送審者。 

第十五條 藝術類教師得以作品升等，其審查要點另訂之。 

第十六條 教師升等申請時間及程序表(如附件) 

未按時間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 

第十七條 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中所訂定教師升等之相關規定應優先適用之。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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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法規 2.1.3-2：慈濟大學校內專任教師合聘作業要點  

慈濟大學校內專任教師合聘作業要點 

88年3月20日第16次校務會議通過實施  

100年3月23日第59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適用範圍  

慈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專任教師校內合聘作業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第二條 合聘之種類  

本作業要點所稱合聘係指兩個單位以上共同合聘專任教師。  

第三條 聘任法律關係  

專任教師與本校間之聘僱法律關係不因本要點所稱合聘而受影響。  

第四條 合聘程序  

教師專長為本校兩個以上教學研究單位所共同需要者，得經由各該單位主管同意後，依學校

聘任程序提出合聘之申請。  

受聘教師與各該合聘單位應協議選定其中一個單位為主聘單位。  

人事室應設計製作合聘作業流程相關表單，提供各該合聘單位及教師使用。  

第五條 合聘教師之權利義務  

依本要點合聘之教師，視為各該單位之專任教師，其跨單位之權利義務依下列各款方式界定：  

一、各單位得依規定個別決定聘任職級。例如某教師具部定教授資格，經本校甲乙兩單位共

同合聘，甲單位聘其為教授，乙單位得聘其為副教授。  

二、教師得自由選擇使用單一或全部職銜。  



- 29 - 

三、薪資以其主聘之薪級計算，不重複累計。  

四、教師於各該單位享有及負擔與專任教師相同之權利義務，如參加會議及投票表決等。  

五、教師於各單位合計之總教學時數應符合專任教師之教學時數規定。  

第六條 主聘單位之功能  

受聘教師之各項人事及行政作業申請，例如請假、出差、請領文具等應向其主聘單位辦理。  

受聘教師申請編列預算，原則應向其主聘單位申請。  

第七條 特殊約定事項  

各合聘單位對合聘教師如有特殊約定事項，應將約定事項以書面記載，由各該單位主管及教

師本人簽名後，送人事室轉呈校長核定。  

前項約定事項不得違反法令及本校規章。  

第八條 附則  

本作業要點經行政會議決議後公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附件 2.1.3-3：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合聘教師辦法  

 

慈濟大學生命科學院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合聘教師辦法 
 

 

                                  99 年 6 月 1 日 98 學年第 8 次系務會議通過 

99 年 7 月 14 日生科院院務會議通過  

 100 年 1 月 11 日 99 學年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29 日 99 學年生命科學院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促進學術交流與培育人才，確定本系合聘教師之權利與義務，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由本系邀請擔任之合聘教師： 

本辦法所稱合聘教師係指不佔本系專任編制員額之校內外具有相當教師資格

者。合聘教師之權利義務原則如下： 

1、合聘教師在聘期內需參與本系教學或開授適合本系學生修讀之課程。可開授

課程科目需送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通過。 

2、校外機構聘任之教師得另支給授課鐘點費，每週以四小時為原則。 

3、每學年度可指導研究生，其人數依本系系務會議決議辦理。 

4、若指導本系學生論文發表時，合聘教師須將本系單位名稱共同掛名。 

5、得依本系訂定之辦法內容，參與相關會議。 

6、其他經本系系務會議決議之權利義務事項。 

第三條 本系教師受外校邀請擔任合聘教師： 

1、本系教師受外校邀請擔任合聘教師，須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始得同意接

受聘任。 

2、在其聘請單位（系、所、中心）內之權利義務，由該單位自行規定之，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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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校、院性事務所有之權利義務，則依相關法規辦理，或於聘約中規定之。 

第四條 合聘教師之聘任程序如下： 

1、本系依師資需求規劃，於系務會議提出擬合聘教師人選。 

2、教師合聘之提出申請時間，以配合學校遴聘教師作業為原則。 

3、合聘以一年為原則，期滿經本系合聘教師之聘任程序通過繼續合聘者，得續

聘之。 

第五條 合聘教師，其升等、出國進修、休假、退休等悉依其專任機構（主聘單位）之

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系教師之合聘，依本辦法或雙方之校外合聘協議書內容辦理，若有未盡事宜，

悉依本校相關法令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提送院務會議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法規 2.1.3-4：慈濟大學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  

慈濟大學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 

96年6月6日第40次校務會議通過 

96年10月25日公告實施 

99年12月17日第5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5月16日第6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10月31日第69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職員工服務績效與品質，特訂定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以做

為評值之依據，結果並做為聘任、薪資晉級及年終工作獎金發給等之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內之合格專任職員工。至當學年度終了屆滿一學年者（指當年度

八月三十一日前到職者或當學年度任職滿十一個月一天以上者為依據），予成績考核，不滿

一學年而已達六個月者，則另予考績。 

第三條 本校職員工之年度成績考核分數、列等及晉級說明如下： 

（一）總分90分以上者：優等，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 

（二）總分80至89.9分者：甲等，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 

（三）總分70至79.9分者：乙等，晉本薪一級，已支本薪最高級者，不予晉級，次年仍考列乙等，

改晉年功薪一級。 

（四）總分60至69.9分者：丙等，留支原薪。 

（五）總分未達60分者：丁等，免職。 

 

前項所列考核後晉級不得高過本職最高年功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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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校職員工之另予考績分數、列等說明如下： 

（一）總分80分以上者：甲等，留支原薪。 

（二）總分70至79.9分者：乙等，留支原薪。 

（三）總分60至69.9分者：丙等，降一級。 

（四）總分未達60分者：丁等，免職。 

第五條 本辦法第一條所列之年終工作獎金，得依本校財務狀況逐年簽報核定之。 

第六條 年度考績及另予考績之考列均須符合下列各等第規定： 

（一）優等： 

1.人數不得逾受考核人數之百分之十。 

2.學年度內未曾受申誡以上之處分者。 

3.學年度內事病假併計未超過七天以上者。 

4.學年度內未有曠職、遲到、早退記錄者。 

5.需有具體之優良事蹟。 

（二）甲等： 

1.學年度內未曾受申誡二次（含）以上之處分者。 

2.學年度內事病假併計在七天（含）以上，但未逾十五天者。 

3.學年度內遲到、早退記錄未超過三次者。 

4.學年度內未有曠職記錄者。 

（三）乙等： 

1.學年度內未曾受記過乙次（含）以上之處分者。 

2.學年度內事病假併計在十五天（含）以上，但未逾二十五天者。 

3.學年度內曠職累計未逾一天記錄者。 

（四）丙等： 

1.學年度內未曾受記大過二次（含）以上之處分者。 

2.學年度內事病假併計超過二十五天，但未逾三十五天以上者（住院病假得予另計，但不得逾

二十一天）。 

3.曠職累計未逾二天記錄者。 

（五）其他： 

1.學年度內曾受大功乙次以上之獎勵者其成績不得考列乙等（含）以下。 

2.學年度內曾受大過乙次以上之懲誡者其成績不得考列乙等（含）以上。 

3.請假逾本條文第四款第二目所列規定者，應辦理留職停薪或予以考列丁等。 

4.曠職累計逾二天記錄或一次受大過二次者，予以免職，不另予成績考核。 

第七條 嘉獎一次總分加1分、小功一次總分加3分、大功一次總分加9分、申誡一次總分減1分、小過

一次總分減3分、大過一次總分減9分，且獎懲之功過互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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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職員工之成績考核職務性質不同，分為行政主管、一般同仁、特殊人員等三類人員，各依特

性分類評比，評核表如附件一、二、三。 

第九條 職員工自評後之評核程序說明如下： 

（一）主管評核： 

1. 一般職員工：組長級主管初評，一級主管複評，直屬一級主管者，直接由一級主管初評。 

2. 組長級主管：一級主管初評。 

3. 一級主管：校長直接初評。 

（二）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審查。 

（三）校長核定。 

第十條 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人文處主任、人事主任等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人事公告徵求推薦名單，經本校校務

會議推選產生後報請校長遴聘之，其中至少四人為非主管之行政人員，每單位以二位為限。

委員之任期一任二年，連選得連任，會議召開時由副校長擔任主席。前項所有委員中，任一

性別委員應佔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十一條 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委員會議審理職員工之重大獎

懲及年度優良或資深職員工選拔表揚等評議案件。 

第十二條 本校參與考核工作相關人員及委員，在考核成績未核定前之結果及會議召開之過程、討論

內容，應嚴守秘密，經查如有洩密情事屬實，依學校有關規定懲處，具本會委員資格者，

自動停權至任期屆滿。 

第十三條 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會議之開議需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通過，方得為決議，年度成績考核考列丁等或免職案之審議則需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含）以上通過。 

第十四條 本校職員工年終成績考核經核定後，應由學校以書面通知受考核人，對成績考核不服者，

得依職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提出申訴。 

第十五條 成績考核結果應自次學年度第一個月起執行。但考核結果應予免職人員，自確定之日起執

行，未確定前得先行停職。  

第十六條 職員工之評核作業各處、系（科）、室應於每年七月中旬以前完成初評及複評作業，經人

事室彙整，送請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後，呈請校長核定。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2.2.1-1：必修/選修課的教學大綱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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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教學大綱下載及講義位址路徑為「慈濟大學 Moodle 系統」。以下列出大學部

及碩士班兩門必修/選修課的範例： 

範例1: 大學部生物化學(一); 必修; 3學分 

《1001 學期》 

開課系所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

傳學系 2 年級 
任課老師 顏瑞鴻  開課期間 一學年之上學期  

開課課號 MG2001 開課班別 A 人數上限 50 人 

中文課名 生物化學(一)  

英文課名 Biochemistry (Ⅰ)  

學分數 3 學分 修課別 必修 上課時數 每週授課時數 3 小時 

上課地點 D602   上課時間 星期 4 第 5～7 節  

備註   

教學綱要 

教學目標 

與內容 

《中文》教學目標: 

1.學習一般生物化學的基礎概念 

2.瞭解生物體中化學巨分子的結構,特性,交互作用與功能 

3.連結下學期生物化學(二)生化代謝與生化代謝遺傳疾病的基礎 

教學內容: 

本學期課程主要介紹一般生物化學的概念，教授學生瞭解蛋白質、醣類、脂質、核

酸等生化巨分子基本結構、生物體內進行之化學反應、以及這些生化分子的對生物

體的作用與功能，也教授分析上述生化分子的相關技術原理與方法，為未來學習生

物化學(二)與其他系專業課程之基礎。 

先修科目 無 

教學方式 

1. 教師利用電腦與多媒體講課 

2. 教師與學生互動討論 

3. 教師於上課前利用moodle平台上傳講義,學期中可利用moodle平台進行課程討

論 

教科書 

及參考書 

本課程將使用英文教科書 

１、指定教科書 

    Lehninger Principles of Biochemistry (2008), 5th ed, 

    D.L.Nelson and M.M.Cox, W.H. Freeman and company 

２、其他參考書目 

 A. Biochemistry（2007), 6th ed,Berg, Tymocako, Stryer,  

    W.H. Freeman and Company, New York 

 B. Concepts in Biochemistry (2006), 3rd ed, Rodney Boyer, 

    Brooks/Cole. 

教學進度 

週數                 單元主題                       

1.  9/15 Water,acid/base and buffers(chapter 2) 張芝瑞老師         

2.  9/22 Amino acids,peptides,and proteins (chapter 3)顏瑞鴻老師  

3.  9/29 Protein structure(1) (chapter 3 and chapter 4)顏瑞鴻老師 



- 34 - 

4.  10/6 Protein structure (2) (chapter 4) 顏瑞鴻老師 

5.  10/13 Protein function  (chapter 5) 顏瑞鴻老師 

   Exam (I) 顏瑞鴻老師 

6.  10/20 Nucleotides and nucleic acid (chapter 8) 溫秉祥老師 

7.  10/27 Gene and chromosome structure (chapter 24)溫秉祥老師 

8.  11/3 DNA-bas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1)(chapter 9)溫秉祥老師 

9.  11/10 DNA-bas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2)(chapter 9)溫秉祥老師 

  Exam (II) 顏瑞鴻老師  

10.  11/17 Enzymes (1)(chapter 6)劉哲文老師   

11.  11/24 Enzymes (2)(chapter 6) 劉哲文老師  

12.  12/1 Carbohydrate and Glycobiology (chapter 7)張芝瑞老師  

13.  12/8 Lipid (chapter 10)張芝瑞老師  

    Exam (III) 顏瑞鴻老師 

14.  12/15 Biological membrane and transportor (1)  

(chapter 11)劉哲文老師  

15.  12/22 Biological membrane and transportor (2) 

(chapter 11)劉哲文老師  

16.  12/29 Biosignaling (1) (chapter 12) 林明德老師  

17.  1/5 Biosignaling (2) (chapter 12) 林明德老師 

18.  1/12 Final Exam 顏瑞鴻老師 

評量方式 

小考與平時成績,筆試(exam I-III and final exam) 

筆試成績佔 90% 

小考與平時成績 10% 

講義位址 Moodle 

與系所教

育目標、學

生基本素

養與核心

能力之關

連 

培養具人文涵養之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背景的專業人才 

學生基本素養 

(2)真誠求知的科學精神 

(3)溝通表達的能力 

(4)主動學習的精神 

學生核心能力 

1) 兼具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相關的知識及實驗操作能力 

(2)具備邏輯思考及分析事理的能力 

(3)具備溝通表達的能力 

※ 請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及勿使用非法影印之書籍、教材。  

 
 

 

教學大綱下載及講義位址路徑：

http://moodle.tcu.edu.tw/course/view.php?id=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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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 大學部分子生物學; 必修; 3學分 

《1011 學期》 

開課系所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

傳學系 2 年級 
任課老師 孫德珊  開課期間 一學期  

開課課號 MG2003 開課班別 A 人數上限 50 人 

中文課名 分子生物學  

英文課名 Molecular Biology  

學分數 3 學分 修課別 必修 上課時數 每週授課時數 3 小時 

上課地點 D602   上課時間 星期 1 第 7 節 ; 第 8 節 ; 星期 2 第 8 節  

備註   

教學綱要 

教學目標 

與內容 

《中文》本課程主要目的教授學生基本的分子生物學知識, 包括 DNA的複製、突變、

修復到轉錄、轉譯、基因調控、基因體研究及分子生物相關技術。 

 

《英文》The course describes the principle concepts of molecular biology. 

The topics covered in lectures include methods in molecular biology, gene 

regulation, DNA replication, genetic recombination, and mRNA translation. 

先修科目 無 

教學方式 1. 教師講授；2. 共同討論 

教科書 

及參考書 
Watson et al: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 6th ed. 2008 

教學進度 

週次 日期          課程單元或主題         授課教師 

1.9/10 The Mendelian View of the World (Chap 1) 溫秉祥 

1.9/11 Introduction,Techniques of Molecular Biology (Chap 21) 孫德珊 

2.9/17 Techniques of Molecular Biology (Chap 21) 孫德珊 

2.9/18 Genome Structure, Chromatin, and the Nucleosome (Chap 7) 顏瑞鴻 

3.9/24, Genome Structure, Chromatin, and the Nucleosome (Chap 7) 顏瑞鴻 

第一次期中考, 教學評量 

3.9/25 The Replication of DNA (Chap 8) 張芝瑞 

4.10/1, 10/2 The Replication of DNA (Chap 8)  張芝瑞 

5.10/8, 10/9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at the Molecular Level (Chap 10) 張

孟雅 

6.10/15, 10/16 The Mutability and Repair of DNA (Chap 9) 溫秉祥 

第二次期中考, 教學評量 

7.10/22, 10/23 Mechanisms of Transcription (Chap 12) 陳紀雄 

8.10/29, 10/30 RNA Splicing (Chap 13) 陳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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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5, 11/6 Translation (Chap 14) 顏瑞鴻 

10.11/12, 11/13 Translation (Chap 14) 顏瑞鴻 

第三次期中考, 教學評量 

11.11/19, 11/20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in Prokaryotes (Chap 16) 孫德

珊 

12.11/26, 11/27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in Eukaryotes (Chap 17) 陳紀

雄 

13.12/3, 12/4 Regulatory RNAs (Chap 18) 陳紀雄 

第四次期中考, 教學評量 

14.12/10, 12/11 Special topic from Gene X-Genome content, sequences and gene 

numbers 王文柄 

15.12/17, 12/18 Special topic from Gene X-Clusters and repeats 王文柄  

16.12/24, 12/25 Model Organisms (Chap 22) 曾英傑 

17.12/31, 1/1  Holiday 

18. 1/7, 期末考, 教學評量 

評量方式 

第一次期中考 15% 

第二次期中考 19% 

第三次期中考 22% 

第四次期中考 17% 

期末考 17% 

平時成績 10% (出席, 平時表現, 參加課輔....等) 

講義位址 慈濟大學 Moodle 系統 

與系所教

育目標、學

生基本素

養與核心

能力之關

連 

符合系教育目標：培養具人文涵養之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背景的專業人才 

符合系學生基本素養：(2)真誠求知的科學精神(4)主動學習的精神(5)具有地球公

民視野的國際觀 

符合系學生核心能力：(2)具備邏輯思考及分析事理的能力 

※ 請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及勿使用非法影印之書籍、教材。  

 
 

 

教學大綱下載及講義位址路徑： 

http://moodle.tcu.edu.tw/course/view.php?id=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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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3: 碩士班人類分子遺傳學; 必修; 2學分 

《1012 學期》 

開課系所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

傳學系碩士班 1 年

級 

任課老師 王文柄  開課期間 一學期  

開課課號 MG5025 開課班別 A 人數上限 22 人 

中文課名 人類分子遺傳學(二)  

英文課名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Ⅱ)  

學分數 2 學分 修課別 必修 上課時數 每週授課時數 2 小時 

上課地點 D619   上課時間 星期 3 第 3～4 節  

備註   

教學綱要 

教學目標 

與內容 

《中文》本課程為人類遺傳研究所核心課程, 主要教學目標為教導學生當前人類遺

傳相關之基礎知識, 奠定學生修習專題之必備之知識   

先修科目 遺傳學 

教學方式 
1. 教師講授 

2. 共同討論 

教科書 

及參考書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4th ed. 2010-2011) by Tom Strachan and Andrew Read 

(Garland Science). 

教學進度 

週次                     內容                           授課教師 

第 1週  Principle of developmental genetics                王文柄 

第 2週  Model organisms, comparative genomics & evolution  王文柄 

第 3週  Studying gene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in the post-genomic era   王

文柄 

第 4週  Cancer genetics                                    曾若嘉 

第 5週  Genetic testing of individuals                     曾若嘉 

第 6週  Animal model for genetic diseases                  靖永皓 

第 7週  Genetic manipulation of animals for modeling diseases and 

investigating gene function    靖永皓 

第 8週  Genetic approaches to treating diseases            靖永皓 

第 9週  期中考                                             王文柄 

第 10週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 inherited cadiomyopathy 靖永皓 

第 11週 Genetic epidermal disease & Charcot-Marie Tooth peripheral 

neuropathy; paper discussion                   溫秉祥 

第 12週 Trinuceotide repeat disorders                      溫秉祥 

第 13週 Primary ciliary dyskinesia & cystic fibrosis       王文柄 



- 38 - 

第 14週 Multiple endocrine neoplasia type I & II; paper discussion                                                

王文柄 

第 15週 Craniosynostosis & muscular dystrophy              王文柄 

第 16週 Student presentation                               王文柄 

第 17週 Student presentation                               王文柄 

第 18週 期末考                                             王文柄 

評量方式 

1. 考試及報告成績 90% 

（期中考與期末考評量方式，依老師決定，計分以各主題總分乘以授課時數比例後

加總） 

2. 課堂表現  10％  

（平時測驗、課堂學習與討論的積極態度） 

講義位址 Moodle教學系統 

與系所教

育目標、學

生基本素

養與核心

能力之關

連 

■教育目標：培養能終身學習並具人文服務精神的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之人才 

 ■學生基本素養 2：真誠求知的科學精神 

 ■學生核心能力 1：兼具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相關的學識及實驗操作能力 

 ■學生核心能力 2：具備邏輯思考及分析事理的能力 

※ 請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及勿使用非法影印之書籍、教材。  

 

教學大綱下載及講義位址路徑： 

http://moodle.tcu.edu.tw/course/view.php?id=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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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4: 碩士班基因體醫學; 選修; 2學分 

《1001 學期》 

開課系所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

傳學系碩士班 1 年

級 

任課老師 顏瑞鴻  開課期間 一學期  

開課課號 MG6005 開課班別 A 人數上限 30 人 

中文課名 基因體醫學  

英文課名 Genomic Medicine  

學分數 2 學分 修課別 選修 上課時數 每週授課時數 2 小時 

上課地點 E407   上課時間 星期 1 第 5～6 節  

備註   

教學綱要 

教學目標 

與內容 

《中文》教學目標: 

1.讓學生了解基因體在疾病的研究與應用 

2.讓學生了解轉錄體,蛋白體與代謝體在疾病的研究與應用 

3.讓學生了解以不同生物模式研究基因體與人類疾病 

教學內容: 

本課程內容涵蓋人類基因體介紹,如何以基因體技術研究人類疾病,疾病與轉錄體

蛋白體代謝體之研究,以遺傳模式生物果蠅,老鼠的基因體研究人類疾病,以及癌症

基因體等,並以最新與基因體醫學相關之研究文獻討論報告  

先修科目 無 

教學方式 

教師授課 

課堂討論 

教師與學生討論報告文獻 

教科書 

及參考書 
教師自編以及最新科學文獻 

教學進度 

第一週 9/12 中秋節放假 

第二週 9/19  Introduction to Genomics 顏瑞鴻老師 

第三週 9/26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Technology for Genomic research 溫

秉祥老師 

第四週 10/3   SNP array and array-CGH for Genomic Studies of Diseases 溫

秉祥老師 

第五週 10/10 國慶日放假 

第六週 10/17 Functional Genomics (I)  -- Small Transcriptome 顏瑞鴻老師 

第七週 10/24 Functional Genomics (II)  -- Application of cDNA microarray  

溫秉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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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10/31 Functional Genomics (III) – Proteome 孫德珊老師 

第九週 11/7 Functional Genomics (IV) -- Metabolome 孫德珊老師 

第十週 11/14 Mid Exam 顏瑞鴻老師 

第十一週 11/21 Application of Drosophila model in genomic medicine 林明

德老師 

第十二週 11/28 Human genomic approaches for cancer research 曾若嘉老師 

第十三週  12/5 Human Genomic DNA Damage and Cancer 邱淑君老師 

第十四週  12/12 Application of mouse model in genomic medicine 靖永皓老

師 

第十五週  12/19 Paper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I) 顏瑞鴻老師/靖永皓

老師  

第十六週  12/26 Paper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II) 顏瑞鴻老師/靖永皓

老師  

第十七週 1/2 Paper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III) 顏瑞鴻老師/ 靖永皓

老師  

第十八週 1/9 Paper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IV) 顏瑞鴻老師/靖永皓老

師  

評量方式 
期中筆試,作業,期末報告佔 90% 

出缺席,平時互動表現 10% 

講義位址 Moodle教學平台系統 

與系所教

育目標、學

生基本素

養與核心

能力之關

連 

培養具人文涵養之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背景的專業人才 

學生基本素養 

(2)真誠求知的科學精神 

(3)溝通表達的能力 

(4)主動學習的精神 

學生核心能力 

1) 兼具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相關的知識及實驗操作能力 

(2)具備邏輯思考及分析事理的能力 

(3)具備溝通表達的能力 

※ 請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及勿使用非法影印之書籍、教材。  

 
 

 

教學大綱下載及講義位址路徑：  

http://moodle.tcu.edu.tw/course/view.php?id=1063 

 

 

 

http://moodle.tcu.edu.tw/course/view.php?id=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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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2-1：學士班 101學年使用多元教學方法及學習評量之必修課程列表 
※學士班 101 學年使用多元教學方法及多元學習評量之必修課程列表 

課程 授課教師 多元教學方法 多元學習評量 

生 物 學

(一) 
靖永皓 Slide and multi-media 

1.四次考試 (W2-W4, W5-W8, W9-W12, 

W13-17)-80% (20% for each) 

2. 平時小考、書面報告、課後作業、同儕評

量(考核同儕互動、合作學習之參與度及貢獻)

或口頭報告：10% 

3. 課堂行為與學習態度記錄(如出席率、作業

繳交情形等)、課堂討論與問題回答：10% 

生物學實

習(一) 
劉怡均 

Lecture, Laboratory, Field 

trips 

出席率：10%  

Projects and Reports: 40%  

期中考：25%  

期末考：25% 

普通化學 張芝瑞 課堂講解，問題討論 
考試 80% (筆紙測驗), 平時成績 (出席，小

考，作業)20% 

普通化學

實驗 
黃建華 

1.實驗前講解 

2.實驗時督導 

3.實驗結果報告 

課堂表現(上課出缺席、實驗室安全衛生規定)  

30% 

實驗報告評量    50% 

期中考(筆試)    10% 

期末考(筆試)    10% 

微積分 黃兆民 

1.教師課堂講解及演算 

2.課堂分組討論及各別問題

回答 

3.課後作業演算 

指定作業 20%,分組課堂討論及問題回答

20%，期中考 30%；期末考 30% 

生物英文

(一) 
葉綠舒 

Lecture 

paper reading 

There will be midterm and final exams Test set 

includes definition, multiple choice, True and 

false tests. 

分子生物

學和人類

遺傳學的

歷史 

溫秉祥 

教師以故事性生動有趣方式

講授，並以 problem-based 

方式分小組討論 

作業 & 心得報告：100％ 

生物化學

(一) 
顏瑞鴻 

1. 教師利用電腦與多媒體

講課 

2. 教師與學生互動討論 

3. 教師於上課前利用

moodle 平台上傳講義,學期

中可利用 moodle 平台進行

四次筆試成績佔 80% 

小考,課堂討論與互動 佔 10% 

出缺席 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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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討論 

分子生物

學 
孫德珊 

1. 教師講授 

2. 共同討論 

第一次期中考 15% 

第二次期中考 19% 

第三次期中考 22% 

第四次期中考 17% 

期末考 17% 

平時成績 10% (出席, 平時表現, 參加課

輔....等) 

分子遺傳

學原理與

技術 

孫德珊 

1.教師講授實驗原理 

2.老師或助教示範 

3.實際操作 

1. 實驗結果報告 20% 

2. 上課筆記 20% 

3. 出席狀況 10% 

4. 態度、技巧、善後清潔工作、值日

生工作 10% 

5. 期中考 14% 

6.       期末考 26% 

儀器分析 張芝瑞 
課堂講解，儀器參觀，問題

討論 

考試(筆紙測驗)2/3, 報告(書面報告)1/3，平時

成績(上課出席)5% 

書報導讀

(一) 
陳紀雄 

Lectures choose classic 

papers in major topics about 

human genetics and 

molecular cell biology to 

dissect how scientists 

conceive and execute 

experiments and draw 

conclusion. Students then will 

form 5 teams to present their 

analysis on papers of their 

choices. 

To be evaluated by how clearly understand and 

critiqued 

on the papers they read. 

專題研究

(一) 
陳紀雄 

Under the guidance of P. I. 

(faculty members of our 

biomedical departments) of 

student`s choice to carry out 

undergraduate 

research project. 

P. I. will grade their performance. 

人類遺傳

學 概 論

(一) 

溫秉祥 
1. 教師講授 

2. 共同討論 

1. 期中、期末考試成績 90%; 2. 平時測驗、

作業、報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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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傳遞

概論 
王文柄 Lecture Exam 

發育生物

學 
王文柄 Lecture Exam 

神經科學 劉怡均 

１.教師講授（現場及數位教

學） 

２.共同討論 

1.期中考；40% 

2.期末考：40% 

3.平時小考：10% 

4.小組討論參與度及課堂發言 10% 

*考試時遲到 20 分鐘，不能参與考試。 

專題討論

(一) 
曾若嘉 

學生口頭報告及師生互動討

論 

專題報告(文字及口頭報告)30% （若是報告

未達標準將不予補報，報告當日未到學期成

績則不及格，若是要與同學交換報告時間，

需 14 天前以 e-mail 通知主課老師） 

問題與討論 30% （整學期需提問 5 次以上

並需填寫提問單，一題填寫一張，上傳至

Moodle，若未達 5 次此項為 0 分） 

出席 30% （超過三次未出席且未親自請

假，學期成績則不及格。若是發現代簽的情

況，則未到者與代簽者學期成績均不及格） 

課堂行為與學習態度記錄(如出席率、作業繳

交情形等) 10% （由主課老師根據上課狀況

及報告繳交狀況斟酌給分） 

生 物 學

(二) 
靖永皓 

簡報資料投影教學、影片教

學 

1.四次考試 (W2-W4, W5-W8, W9-W12, 

W13-18)-80% (20% for each) 

2. 平時小考、書面報告、課後作業、同儕評

量(考核同儕互動、合作學習之參與度及貢獻)

或口頭報告、課堂行為與學習態度記錄(如出

席率、作業繳交情形等)、課堂討論與問題回

答：20% 

生物學實

習(一) 
劉怡均 

Lecture, Laboratory, Field 

trips 

出席率：10%  

Projects and Reports: 40%  

期中考：25%  

期末考：25% 

遲到：每次扣總成績 1 分 

缺席：每次扣總成績 5 分 

報告遲交：每次扣該次報告 10 分 

有機化學 周璁瑩 

以黑板書寫講授、問答、討

論及測驗為主，故務必確實

做好課前預習及課後複習的

期中考 40%`期末考 40%及平常成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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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有機化學

實驗 
黃建華 

1. 實驗前講解 

2. 實驗時督導 

3. 實驗結果報告 

課堂表現(上課出缺席、實驗室安全衛生規定)  

30% 

實驗報告評量    50% 

期中考(筆試)    10% 

期末考(筆試)    10% 

生物統計 謝宗成 
課堂講述、實例討論、文獻

討論、電腦報表分析 

Homework 30%; Exam 1: 25%; Exam 2: 25%; 

Paper discussion (Oral and Written) 20% 

生物英文

(二) 
葉綠舒 

The lecturer will explain the 

definition of special terms 

used in biology. The course 

will go alone with general 

biology course 

so that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easily the lectures 

delivered in general biology 

classes. 

There will be midterm and final exams Test set 

includes 

definition, multiple choice, True and false tests. 

生物化學

(二) 
顏瑞鴻 

教師利用電腦與多媒體講課 

教師與學生互動討論 

利用 moodle 平台進行課程

討論 

筆試分四次考試佔 90% 

出缺席,參加課後輔導,上課互動等成績佔 

10% 

生物化學

實驗 
江信仲 

1. 實驗操作 

2. 實驗報告撰寫 

本課程將使用英文教科書，

請務必加強英文閱讀能力，

並切實做好課前預習。 

以實驗報告成績計算學期成績 

細胞生物

學 
張新侯 lecture and discussion 兩次期中考試及期末考各佔 1/3 成績 

遺傳學 林明德 講授、報告、課堂討論 
Exam: 90% 

Attendance: 10% 

生物科技 顏瑞鴻 

教師利用電腦與多媒體講課 

教師與學生互動討論 

利用 moodle 平台進行課程

討論 

筆試、報告、作業成績佔 85% 

平時課堂表現,作業繳交時程,出缺席,上課互

動佔 15% 

書報導讀

(二) 
陳紀雄 

Lectures choose classic 

papers in major topics about 

human genetics and 

To be evaluated by how clearly understand and 

critiqued 

on the papers they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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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cell biology to 

dissect how scientists 

conceive and execute 

experiments and draw 

conclusion. Students then will 

form 5 teams to present their 

analysis on papers of their 

choices. 

人類遺傳

學 概 論

(二) 

溫秉祥 
1. 教師講授 

2. 共同討論 

1）期中期末考試成績（參考百分比：90%）； 

2）平時測驗、作業、報告、出席等（參考百

分比：10%）； 3）老師可依課程設計自我

決定考試成績與平時測驗、作業、報告等之

分數比重；主課老師最後會按照每位老師提

交的分數再乘上各位老師上課時數之百分比

作為最後的得分標準。 

癌症生物

學導論 
曾英傑 課堂投影片講授 

依上課時數分配各次考試權重，另有作業及

報告亦列入計分 

幹細胞學 孫德珊 
1. 教師講授 

2. 共同討論 

第一次期中考 30% 

文獻口頭報告 40% 

期末考 20% 

平時表現及出席狀況 10% 

基因體與

蛋白質體

學 

顏瑞鴻 

教師利用電腦與多媒體講課 

教師與學生互動討論 

利用 moodle 平台進行課程

討論 

(1) 由授課教師決定要考試還是繳交作業或

其他考評方式 

(2) 考評成績共佔學期總成績 90% 

(3) 其他隨堂報告,平時出缺席等成績共佔學

期總成績 10% 

專題討論

(二) 
曾若嘉 

學生口頭報告及師生互動討

論 

專題報告(文字及口頭報告)30% （若是報告

未達標準將不予補報，報告當日未到學期成

績則不及格，若是要與同學交換報告時間，

需 14 天前以 e-mail 通知主課老師） 

問題與討論 30% （整學期需提問 5 次以上

並需填寫提問單，一題填寫一張，上傳至

Moodle，若未達 5 次此項為 0 分） 

出席 30% （超過三次未出席且未親自請

假，學期成績則不及格。若是發現代簽的情

況，則未到者與代簽者學期成績均不及格） 

課堂行為與學習態度記錄(如出席率、作業繳

交情形等) 10% （由主課老師根據上課狀況

及報告繳交狀況斟酌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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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2-2：碩士班 101學年使用多元教學方法及學習評量之必修課程列表  

※碩士班 101 學年使用多元教學方法及多元學習評量之必修課程列表 

課程 授課教師 多元教學方法 多元學習評量 

文獻討論

(一) 
黃舜平 口頭報告及互動討論 

(一)篩選出想法創新並嚴謹驗證的科學文獻; 

(二)運用各式輔助工具,精確表達文章內容; 

(三)嘗試評判文獻並提出討論; (四)回答聽眾

的提問; (五)口語表達能力與台風 

細胞生物

學 
張新侯 Lecture and discussion 考試, 作業, 平時課堂表現 

人類分子

遺 傳 學

(一) 

王文柄 課堂講授，小組討論 

 1. Mid-term exam: 40% 

 2. Final exam: 40% 

 3.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20% 

人類分子

遺傳實驗

技術 

孫德珊 

1. 教師講授實驗原理 

2. 教師或助教示範 

3. 實際操作 

 1. 繳交實驗報告  

 2. 考試          

 3. 交報告 (作業) 

文獻討論

(三) 
黃舜平 口頭報告及互動討論 

(一)篩選出想法創新並嚴謹驗證的科學文獻; 

(二)運用各式輔助工具,精確表達文章內容; 

(三)嘗試評判文獻並提出討論; (四)回答聽眾

的提問; (五)口語表達能力與台風 

論文寫作 陳紀雄 

First show the structure of a 

paper, then use case study 

toanalyze and critique 

scientific paper 

分組口頭報告、期末交研究計畫書面報告 

文獻討論

(二) 
黃舜平 口頭報告及互動討論 

(一)篩選出想法創新並嚴謹驗證的科學文獻; 

(二)運用各式輔助工具,精確表達文章內容; 

(三)嘗試評判文獻並提出討論; (四)回答聽眾

的提問; (五)口語表達能力與台風 

人類分子

遺 傳 學

(二) 

王文柄 
1. 教師講授 

2. 共同討論 

1. 考試及報告成績 90% 

（期中考與期末考評量方式，依老師決定，

計分以各主題總分乘以授課時數比例後加

總） 

2. 課堂表現  10％  

（平時測驗、課堂學習與討論的積極態度） 



- 47 - 

文獻討論

(四) 
黃舜平 口頭報告及互動討論 

(一)篩選出想法創新並嚴謹驗證的科學文獻; 

(二)運用各式輔助工具,精確表達文章內容; 

(三)嘗試評判文獻並提出討論; (四)回答聽眾

的提問; (五)口語表達能力與台風 

 

附件法規 2.2.2-3：教師教學滿意度調查實施細則 

慈濟大學 教師教學滿意度調查實施細則 

96.11.27行政會議‐第33次四長暨院長會議通過 

98.11.10行政會議‐第82次四長暨院長會議通過 

99年12月8日9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3月15日9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壹、本細則依據「慈濟大學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八條訂定之。 

貳、教學滿意度調查對象為本校之大學部及研究所教師。 

参、教學滿意度調查實施時程 

課程為單一教師授課者，以各學期期中、期末考試前實施為原則。 

協同授課課程，如參與授課教師人數少於三人（含）以下之協同授課課程仍以每學期實施兩

次為原則；參與授課教師人數四人至七人，則以每學期實施三次為原則；參與授課教師人數

多於（含）八人，則以每學期實施四次為原則；但可視開課教師或單位之需求調整實施評量

次數。 

肆、教學滿意度調查實施課程 

所有大學部與研究所之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均需實施教學滿意度調查。 

專題討論、專題研究課程，不論開設於大學部或研究所，均不需實施教學滿意度調查。 

伍、教學滿意度調查方式 

教務處於規定時程內，安排學生上網或手動填寫。 

教學滿意度調查題目內容由教務處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擬定十至十五題作為基本評量題

目，各系所可視本身情況需要另擬定五題加入同時施測。 

評量採五級分制，五分為最高，一分為最低。 

協同授課課程，學生需對個別授課教師填寫問卷。 

特殊性質課程（如體育性、校外見/實習等課程）開課教師所屬單位可自行設計問卷施測；但

施測題目數仍需遵守本細則之規範，且施測時程仍需由教務處安排之。其餘課程一律參加教

務處之教學滿意度調查。 

陸、教學滿意度調查計算方式 

各課程授課教師於滿意度調查中各項之實際得分，為各題於每份有效問卷所得總分除以有效

問卷總數所得之商(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為實際得分。 

單一教師授課課程於滿意度調查中各項之實際得分，以期中與期末滿意度調查之平均分數為

實際得分；協同授課課程於滿意度調查中之各項實際得分，以參與授課教師各項得分平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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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得分。 

柒、教學滿意度調查結果 

期中、期末教學滿意度調查不論次數，均於結果彙整後由教務處於「教師服務系統」上公布

提供授課教師、主課教師及開課單位主管參考。 

有效問卷數低於修課人數三分之一之課程，其施測結果不納入統計，但仍得將結果提供授課

教師、主課教師及開課單位主管參考。 

教務處得將教學滿意度調查之結果提供做為教學評鑑與優良教師選拔之參考。 

所有填寫於教學滿意度調查中之學生資訊一律保密，不得外洩。 

捌、教師教學滿意度調查總計分，依以下原則計算之： 

各科各學期之加權值，為授課教師於各課程中當學期授課時數佔全學期時數之比值。 

教師教學滿意度調查總計分之計算方式為各科教學滿意度調查得分乘上各科之加權值之總和，

除以各科之加權值之總和（說明1）。 

教師於評鑑年度有將受評期間之教學滿意度調查總計分提供教學評鑑之參考依據之義務。 

玖、配合措施 

為落實教學滿意度調查，以增進教學品質，教務處可於必要時訂定獎勵措施以提升學生答卷

意願。 

拾、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備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說明1：某教師教授A、B、C 三門課程，而於A 課程之加權值為1/3，B 課程之加權值為1/2，C 課

程之加權值為1/4，則某教師之總計分= [(A 課程×1/3)+(B 課程×1/2)+(C 課程×1/4)]÷[1/3+1/2+1/4] 

 

附件法規 2.2.2-4：獎勵學生填寫教學滿意度調查作業要點 

慈濟大學獎勵學生填寫教學滿意度調查作業要點 

96 年 11 月 27 日行政會議一第 33 次四長暨院長會議通過 

98 年 2 月 24 日行政會議第一 65 次四長暨院長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9 日第 10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壹、為落實教學滿意度調查，以增進教學品質，依據「慈濟大學教師教學滿意度調查實施細則」

第八條訂定之。 

貳、基本獎勵資格 

以班級為單位·全班超過四分之三之學生於所有課程均填寫教學滿意度調查·且超過四分之三

之問卷為有效問卷之班級，視為符合基本獎勵資格之班級。 

以個人為單位，學生本人當學期所有修習之課程均填寫教學滿意度調查，且為有效問卷視為

符合基本獎勵資格之個人。 

有效問卷之定義為：問卷中不超過三題未作答或選擇「無法作答」 

參、獎勵名額、獎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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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班級進行獎勵：每學期由大學部、班級學生數超過十人以上之研究所中符合獎勵資格之班

級獎勵之，獎勵名額及方式視當年度預算而定。 

以個人進行獎勵：視當年度預算及學生人數提供獎項，以公開抽獎方式決定之。 

肆、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備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法規 2.3.1-1：慈濟大學協助教師整體發展辦法 

慈濟大學協助教師整體發展辦法 

98 年 1 月 14 日第 9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0 年 3 月 9 日第 10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17 日第 10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9 月 28 日第 10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1 月 21 日第 11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慈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教師教學暨研究之整體發展，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及專案教師。   

第三條   本校教師之教學暨研究增能與輔導工作，由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協調校內相關單位協助執行之。   

第四條   本校專任(專案)教師每學年需參加成長活動至少六小時，惟教學年資未滿三年之新進教

師，每學年需參加成長活動至少八小時，並應參加「課室觀察」(教學觀察與評鑑)。  

第五條   未通過教師評鑑或教學評鑑結果為總受評教師排名之後 10%(含)且教學評鑑成績未達

76 分者之輔導：   

一、本中心於收到本校年度未達標準之教師名單後，籌組「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教

師專業發展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含共教處主任)

及本中心主任組成，並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審定個別教師需輔導項目。   

二、本中心依據「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審定結果，規劃適當之教學或研究輔導，定期

對受輔導教師進行成效追蹤，並依據輔導成效，進行調整。   

三、臨床教師未通過教師評鑑或教學評鑑者，由所屬學系函請各該臨床教師所屬醫院輔

導。  

四、本中心針對輔導之成果提出報告由校長核定之，作為教師評鑑審議及連續不通過時

處理之參考。   

第六條   本中心舉辦下列增能與輔導活動：   

一、研討活動：每年舉辦教學及研究研討活動。   

二、教學輔導：每年針對個別教師規劃下列教學輔導   

(一)教學傳習：教學傳習者須為本校專任教師，並以曾獲得本校教學優良教師獎、

優良導師獎者為優先。   

(二)教學觀察與評鑑：由具備教育專長之教師及各領域之優良教師組成，檢視教師之

教學現況，提供教學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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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輔導：每年針對個別教師規劃研究輔導  

研究傳習：以同儕提攜之方式提供教師研究支援與協助。提升研究傳習者以曾獲

研究卓越獎、研究優良獎及本校整合型計畫團隊之計畫主持人或校外

整合型計畫主持人為優先。   

第七條   有輔導需求之教師可自行申請，並填寫「教師輔導需求表」，提請協助。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2.3.1-2：教師教學專業發展教師參與情形 

本系教師積極參與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發展增能活動 

參與教師專
業成長發展 

101 學年度 所有教師均參加時數不等之研習 
總人次：83 人次 
總時數： 184.5 小時 

 兩岸公民社會的互動：與中國大陸學界進行交流的初步觀察 

 TBL 及 PBL 教學法簡介 

 創新思考與教學 

 國立清華大學在教學全球化上的努力 

 如何上好一節課 

 教學與研究之結合－英國倫敦皇后瑪莉大學經驗分享與交流 

 生活化的生物學 

 EndnoteX6 書目管理軟體課程【校本部 for Windows】 

 2012 東區三校轉譯醫學聯合研討會計慈濟大學師生學術日(1) 

 2012 東區三校轉譯醫學聯合研討會計慈濟大學師生學術日(2) 

 2014 慈濟學校學生海外志工服務暨研究成果分享會 

 B201 多功能視訊教室使用介紹 

 Joint Symposium of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 

 Moodle 平台教學經驗分享 

 Moodle 平台教學經驗分享<進階> 

 Screening of merabolic enzymes involved in tumor progression using 

RNAi techniques 

 Search for cellular factors affecting virus replication using RNAi 

technology 

 創意教學工作坊(一)改變的力量－創新教學核心概念  

 創意教學工作坊(二)創意之鑰匙－創意教學內涵、目標與原則 

 台北醫學大學劉晏年助理教師授專題演講 The Signaling Circuitry 

Leading to EMT and Metastasis in Prostate Cancer 

 各系所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分析與規劃 

 "多站迷你面試介紹(Multiple Mini-Interview,MMI)/醫學系、人文醫

學科、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醫學教育組" 

 如何在美國期刊發表論文/共同教育處 

 專題演講 Phenotypic characterization of asthmatic patients、
Proteaspmal genes genotype-sex interactions in human populations and 

in the association with complex diseases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學生輔導技巧訓練 

 "張典顯教授─教師增能活動 At the helm:building a vibrant research 

team (for junior Pis,postdocs,and senior grad students) " 



- 51 - 

 張典顯教授─教師增能活動 Writing a fundable proposal 

 心傳薪傳-100 教學優良教師分享活動 

 生命科學系專題演講，講者為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鄭金松研

究技師 

 當前大學師生溝通的困境與突破：社會心理學觀點 

 職涯輔導標竿學習專題演講暨座談會(一) 

 職涯輔導標竿學習專題演講暨座談會(二)場次一 

教師申請專
業成長補助 

101 學年度 101 學年全校共有 39 人次教師提出申請 
本系教師 2 人次，共補助交通費及報名費 3792 元： 

 亞太發育生物會議（王文柄） 
 北二區辦理總整式課程說明會 Capstone course (顏瑞鴻) 

教師社群成
立情形 

101 學年度 101 學年度上下學期全校分別成立 24 及 28 組社群，全校約 40%(147 名)教
師參與教師社群。 
本系教師共組 2 社群，總參加人次: 296 人次 

 Women in Science: 教學研究成長社群（靖永皓）：本社群定期聚會
討論教學所遭遇之困難與處理經驗分享。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教師研究與教學成果分享社群(張新侯)：本社
群為本系教師定期聚會報告研究進度，並且設立網路資源、分享研
究資源以推展研究。 

教師參與課
室觀察 

101 學年度 101 學年度全校共 42 人次教師申請參與課室觀察計畫 
本系教師共 1 人次，核給獎勵金 1000 元。 

 MG2028 實驗式導航 校外專家審查(靖永皓) 

 

附件 2.3.1-3：本系教師獲獎情形 

本系教師獲獎情形： 
慈濟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勵 

 
101 學年度 
 

101 學年度獎勵 100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包括：校級教
學優良教師 12 名、院級教學優良教師 8 名、共同
科目教學優良教師 2 名。 
 林明德助理教授獲得校級優良教師獎勵金 12

萬。 

教師參與課室觀察 
 

101 學年度 101 學年度全校共 42 人次教師申請參與課室觀察計畫 
本系教師共 1 人次，核給獎勵金 1000 元 

 MG2028 實驗式導航 校外專家審查(靖永皓) 

課程獲教材上網獎勵 101 學年度 101 學年度全校課程教材上網率達 77.99%，並獎勵 100
門教材上網績優課程。 
本系 3 門，獎勵金共  3000 元 

 1012_生物學(二)(A) (靖永皓) 
 1012_遺傳工程技術(A) (林明德) 
 1012_專題討論（二）(B) (靖永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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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法規 2.3.2-1：系所空間分配準則 

慈濟大學系所空間分配準則 
91 年 3 月 20 日第二十三次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92 年 3 月 19 日召開本校校舍空間使用原則諮商會議

修訂通過 

                              94 年 5 月 26 日第三十四次校務發展委員會修訂通過 

96 年 10 月 23 日行政會議-第 30 次四長暨院長會議修訂通過 

96 年 11 月 06 日行政會議-第 31 次四長暨院長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11 月 23 日行政會議-四長暨院長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校務發展需求及為使各科、系、所空間分配使用達至有效與公平目標，並依據本

校「建築物空間分配暨管理辦法」訂定本準則。 

第二條 本校各科、系、所（含體育、英語教學、通識教育及師資培育中心等）之空間分配計算

依教師編制員額、學生班級及研究生數等三項之完整學制時所需教師數為依據。科、系、所

或中心因整併或減班、減招而致該科、系、所或中心之教師員額編制減少，其所屬空間依本

準則第四條規定予以收回。 

第三條 學院、系、科、所空間分配原則： 

一、醫學院與生命科學院之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每位分配一間約 5 坪研究室及一間約

10-15 坪實驗室（以下稱研究實驗室）；人文社會學院及教育傳播學院之助理教授以上專

任教師，每位分配一間約 5-8 坪研究室，若有實驗儀器設備，需研究實驗室者，可提出研

究計畫申請 5-10 坪之研究實驗室；專任講師 2 人共用一間約 5 坪研究室。 

   本款有關坪數計算部分係為分配予各科、系、所之空間計算時之原則，各科、系、所

教師之研究與研究實驗室間數量已相等或大於實際教師數，且空間坪數已超過前述計算後

之下限規定坪數時，不以上限數計算，而不另核配空間。 

二、主管辦公室：  

1. 主管辦公室約 5-7 坪 

2. 主管辦公室兼教師研究室則分配約 10 坪。 

三、系、所、中心行政空間：（含行政辦公空間，會議室、研究生討論室、圖書室、系學會辦

公室、兼任教師休息室）。 

1.單獨學系約 50 坪。 

2.單獨研究所約 40 坪。 

3.系、所合一約 60 坪。 

4.醫學系之各科約 30 坪，科含所 50 坪。 

6.院約 17 坪 

7.處、室、中心行政辦公空間（依業務需求、服務人數及行政人數分配）。 

四、獨立研究所或設有碩士班之學系得依研究生人數申請空間做  為研究生專用討論室（或

稱研究生研究室）或自習室，且不得移  作他用，每生 0.5 坪，大學部不另分配學生自習

室。 

  碩士班以一、二年級學生人數為計算基準，博士班以一、二、三年級學生人數為計算基準，

有碩、博士班之系所，研究生人數合併計算，且各所之間不得重複計算。各所研究生自習

室不敷使用達五人時，始得申請再分配一間。核配後如因合併或其他因素停止招生致學生

數減少，已分配空間自停招後三年由總務處收回統籌管理。研究所如另有特殊需要，應依

本校「建築物空間分配暨使用管理辦法」規定申請，經核配後，不得移作他用。原依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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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申請並已核配為研究生專用討論室或自習室，實際卻未設置之研究所，應自本準則修正

公布後一年內，設置完成，逾期仍未設置，由總務處收回統籌管理。 

 五、院、系、科、所、共同實驗室及教學特殊需求空間經陳報核定後設置。 

 六、共用之普通教室、實驗室間需求另計，由教務處統籌辦理。 

第四條 本校各科、系、所或中心因整併或減班、減招等因素，而致該科、系、所或中心之教師

員額編制減少，其所屬空間應予收回，自該科、系、所或中心教師人數實際開始減少時逐年

收回。 

第五條 本準則規定未盡事項，悉依本校「建築物空間分配暨使用管理辦法」、「系所及中心空間

分配管理要點審查原則」等有關規定辦理。 

 

 

附件法規 2.3.2-2：建築物空間分配暨使用管理辦法 

慈濟大學建築物空間分配暨使用管理辦法 
99.7.6行政會議-第93次四長暨院長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為公平妥善分配與使用管理建築物空間，特訂定「慈濟大學建築物空間分配暨

使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為因應整體發展需要，以有效規劃、協調及分配本校建物內所有空間（含公共

區域），特設立「空間規劃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一）本會由下列委員組成： 

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研發長、學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共同教

育處主任。 

（二）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總務長兼任。 

（三）本會任務如下： 

     1.審議本校空間規劃、分配、使用、管理及收回等有關事項、原則及規定。 

     2.審查各空間使用單位就其空間所擬訂之使用與管理規定。 

     3.考核各單位使用與管理空間績效。 

     4.處理其他與空間分配管理相關事項。 

（四）本會每學期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三條 本辦法所指之空間為普通教室、專用教室、系辦公室、系所主管辦公室、專用

辦公室、共用實驗室、教學實驗室、教師實驗室、會議室、儲藏室、教師研究

室、研究生研討室、研究生上課教室、學生社團活動空間等本校建築物內所有

空間（含公共區域）。 

第四條 本校各單位之空間使用、收回管理規定如下： 

（一）各單位（人）於申請核准後所分配空間，未於規定期限內進駐使用者，得收回

之。 

（二）各單位（人）所分配空間，如有水、電、裝潢等需求，應自行編列施工及恢復

原狀等之預算，並依循規定程序申請，不得自行施作。 

（三）各空間標示牌，由總務處統一製作。 

（四）各空間鑰匙管理依本校鑰匙管理規定辦理之。 

（五）空間使用單位（人）因使用期限屆滿、組織變更、教師人員異動、離職、退休

或其他因素等，致不再使用原空間，應將鑰匙於期限屆滿後七日內交回總務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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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相關規定辦理財物清點，不得私自轉讓或交換他單位使用，空間則依據該系所

之空間管理規定辦理，但教師所屬系、所（中心）及學院（或共同教育處）如已

逾本校「系所空間分配準則」標準者，其空間暫由總務處收回之。 

（六）總務處得依相關規定，對各空間之使用實施勘察、紀錄及評估。 

（七）經總務處實施勘察、評估認為不當使用之單位空間，除限期改善外，得視情況

移送空間規劃管理委員會處理。 

第五條 本校各系、所（中心）及（學院或共同教育處）除依據本校「系所空間分配準則」

所分配之空間依各所屬單位規定自行管理外，各單位或教師人員因特殊需要而申

請分配使用建築物空間時，應填具建築物空間分配與使(借)用申請表(如附件)，送

總務處審核確認，陳校長核定後分配使用，如涉重大分配使用或搬遷案件，得提

送本會審議。 

第六條 各單位空間使用績效不彰或管理嚴重缺失者，得由本會審議收回重新 

        分配。 

第七條 建築物空間內之普通（標準）教室由教務處依教學需要統籌規劃作為 

       排課、調課及學生自習等相關使用，並由相關系所或單位負責管理， 

       專業教室由使用單位負責管理。       

第八條 本會基於有效分配與使用建築物空間及考量擴（新）增單位之需，得 

       調整或變更各單位使（借）用建築物空間範圍。 

第九條 為有效建物空間之運用與管理，各空間使用單位應依本辦法及相關規 

       定另訂使用及管理規則，送本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 

       施，其中各系、所應先經系、所務（或中心）會議通過後，送請學院 

       院務（或共同教育處處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再送本會審議。 

第十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法規 2.3.2-3：系所及中心空間分配管理要點審查準則 

慈濟大學系所及中心空間分配管理要點審查準則                     
 99 年 11 月 23 日行政會議-第 100 次四長暨院長會議審議通過 

100 年 11 月 23 日第 10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使本校各系、所及中心所屬之建築物空間能有效管理，以配合整體校務發展需要，

各系、所及中心應依據本校「建築物空間分配暨使用管理辦法」及本準則規定，分別

訂定系、所及中心之空間管理要點。 

第二條 各系、所及中心之建物空間管理要點應經各系、所務會議（通識教育、英語教學、體

育教學等為中心會議）及各學院院務會議（通識教育、英語教學、體育教學等提請共

同教育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再送請本校空間規劃管理委員會審議後呈請校長核定，

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三條 各系、所及中心應依據本校「系所空間分配準則」所稱之空間妥善管理與運用，不得

移作他用，說明如下： 

（一）主管辦公室：系、所主管行政辦公室。 

（二）行政空間：限用於行政辦公、會議室、閱覽室、學會辦公室、兼任教師休息室。 

（三）學生自習室或研究生研討室：依據本校「系所空間分配準則」標準核配，核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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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應依申請目的設置，不得移作他用，原以依該名義申請並已核配為研究生

專用討論室或自習室用途，實際卻未設置之系、所，應自本準則公布後一年內，

設置完成，逾期仍未設置，由總務處收回統籌管理。 

第四條 各系、所應針對所屬專任教師之研究空間（含研究辦公室與因研究需要所設置之實驗

室，以下簡稱研究空間）訂定明確之分配管理標準，對於研究表現不佳教師之研究空

間應訂定縮減或收回之規定，所餘空間優先分配予研究表現優良且需求之教師，或作

為博士後研究、客座教授、約聘或研究（專案）計畫等短期需求需要空間，系、所共

用研究室等之用。 

第五條 各系、所如未依本準則及前條規定訂定具體之分配管理標準者，除因已分配核予之空

間未達本校「系所空間分配準則」下限規定者外，一概不受理該系、所之任何空間申

請案。 

第六條 本校各系、所之教學實驗室應秉資源共享原則，除所屬系、所得優先排課外，應訂定

管理規則供其他系、所教學課程等活動使用申請之需。 

第七條 公共空間除公共佈置與花草外，不得私自放置設備、物品。 

第八條 教學或研究實驗室內不得設學生自習區。 

第九條 各系所應配合總務處，每年依本校「建築物空間分配暨使用管理辦法」進行盤點，以

了解各單位之空間使用與管理情形，如有管理不當、未符原申請用途與目的或使用效

益低落等情事者，提本校「空間規劃管理委員會」審議，必要時得予收回或限期改善。 

第十條 本準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2.3.2-4：教師教學設備 

慈濟大學研究暨教學儀器設備 

一、流式細胞分析儀實驗室(勤耕樓 D603-7) 

Flow cytometer 4 colors 簡易分選功能(E414 分生人遺實驗室) 

102 學年將新購流式細胞儀 

  

二、DNA 分析實驗室(勤耕樓 D603-1) 

Real time PCR system(ABI 7300、Roche 480 II) 

核酸定序儀(ABI 3730) 

Microarray data analyzer 

高效能電泳系統(eGene nucleic acid analyzer) 

  

三、一般儀器設備(勤耕樓 D330、D603、D823) 

各式離心機 

冷光/螢光偵測系統 

螢光偵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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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波長分光比色儀 

低壓冷凍濃縮乾燥機 

超微量分光光度計(NanoDrop2000C) 

螢光光度儀(PERKIN EL LS-50B) 

連續式細胞破碎儀 

純水系統 

 

四、電子顯微鏡室(大捨樓 F310) 

TEM 

SEM 

冷凍超薄切片系統 

玻璃刀製刀機 

真空蒸鍍機 

超薄切片機 

  

五、共軛焦顯微鏡室(勤耕樓 D438) 

Leica TCS SP2 AOBS Confocal Microscope 

倒立顯微鏡 LEICA IRE2 

正立顯微鏡 LEICA DM RE HC 

 

六、生物醫學奈米實驗室(H209 生物醫學奈米實驗室) 

生物用途之原子力顯微鏡/ Bio-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光纖共軛螢光顯微鏡/ Fibered confocal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七、蛋白質相關 

胜肽合成儀( ABI 433a peptide synthesizer) A306 

全自動二維蛋白快速層析分離系統(Beckman Coulter ProteomeLabTM PF 2D)D331 

 

八、花蓮慈院「動物手術暨行為觀測實驗室」 

註：使用洽醫院研究部 

一、 雙腳壓力測定儀 

二、微電腦老鼠旋轉平衕測定儀(Rota-meter- 8 channel) 

三、雙速老鼠跑步機(Rota-Rod– 4 channel) 

四、動物用雙臂腦部定點定位儀 

五、動物活動力分析紀錄系統(ACCUSCAN– 8 channel) 

六、動物行為活動紀錄系統(AUTO-TRACK(Versa-Max– 8 channel)) 

七、水迷宮軌跡擷取系統(Water Maze)  

八、動物用麻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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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手術用顯微鏡 

十、多功能微循環雷射血流儀 

 

附件法規 2.3.2-5：教學助理實施作業要點 

慈濟大學  教學助理實施作業要點 

96 年 9 月 27 日 96 學年第 1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97 年 5 月 15 日 96 學年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10 月 6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3 月 9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10 月 05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3 月 15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5 月 24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2 月 8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15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3 月 14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2 月 7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9 月 30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實施目的  

為建立並落實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簡稱 TA）制度，提升全校課程教學 

品質，特訂定本辦法。 

  

二、教學助理之定義  

係指本校在學研究生協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負責分組討論、分組實驗、數位教材製作（影

音資料）及其它各項教學輔助與學習輔導工作。  

教學助理以研究生擔任為原則，但通識課程以外之其他課程若因性質特殊必須聘用大學部

三年級(含)以上學生者，得符合以下條件：  

1.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全班排名前 30%。  

2.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或經導師推薦者。  

3.無重大違反校規情節者。  

三、教學助理之分類及工作內容  

依各系所教學活動之需求，本校教學助理分為以下二類：  

（一）實驗（實習）課教學助理：  

主要工作為配合實驗（實習）課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監督下，帶領修課同學進行分組

實驗（實習）。其具體工作內容包括：協助教師準備實驗用試劑（器材）、協助學生操作實

驗、督導使用實驗室之安全與課後整理，以及其它各項教學輔助與學習輔導工 

作。  

（二）一般性教學助理：  

主要工作為協助授課教師教材準備、帶領分組討論、數位教材製作（影音資料）、管理維護

遠距課程或網路教學資料，以及其它各項教學輔助與學習輔導工作。  

四、教學助理申請與配置原則  

本校教學助理經費補助每學期申請一次，惟每一課程以申請一種類型之教學助理為原則，

每學期授課教師得依據課程之性質及需求，向所屬單位提出申請；各教學單位於彙整授課

教師之需求，經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在規定期限內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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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依據以下原則，以系所為單位，配置教學助理：  

{[(修課或預選人數÷40)
註一

 ×權值比重
註二

 ]＋0.3
註三

 }×學分數或授課時數
註四

=該科目加權值  

核給系所教學助理人數 註五  =系所申請各科目加權值總和 ×全校該學期核定助理總

數 ÷ 所有申請科目加權值總和  

已開設課程，前一學年教學滿意度調查分數低於 3.5 分以下者，不得申請教學助理； 

新開設課程，則參酌開課教師前一學年之教學滿意度調查總計分；教學滿意度調查計分

方式，依「慈濟大學教師教學滿意度調查實施細則」第八條計算之。  

教務處仍可視課程性質調整核給教學助理人數。  

外籍、身障教師於當學期有開設課程者，經申請後教務處得視教師課程負擔核給至少一

名教學助理，以協助教學。  

開設遠距課程所需之人力，由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統一調配，不屬於本作業要點。  

五、教學助理工作酬金  

（一）遴選原則：以本校在學學生為主，由授課教師自行遴選，每位教學助理至多可擔任兩門課

程之 TA 工作。  

（二）工作酬金：博士班研究生每人每月 7000 元，碩士班研究生每人每月 3000 元，工作酬金

以每小時最高貳佰元之標準核給，大學部高年級學生作酬金給付標準依勞委會薪資規定辦

理，每人每月以不超過 20 小時為限，每學期最多以五個月計算。  

六、教學助理培訓  

（一）為使本校教學助理得以發揮協助教師教學之功能，本校教學助理共需完成八小時之培訓課

程，其中四小時為一般性培訓課程，於每學期初擇期開設，內容可包含學校資源介紹、教

學助理工作執掌、及基本教學技巧（溝通、班級經營等）。另四小時為專業培訓課程，視教

學助理工作性質，可包含本校環境保護暨衛生安全組所開設之實驗室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折算二小時），及各系所針對本系所課程所需為教學助理提供之培訓課程、本校所

開設之培訓或研習課程等。  

（二）各系所因課程所需，自行開設之教學助理培訓課程，如欲認證為教學助理培訓課程者，需

提供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課程資料、活動照片，及參加人員簽到表後，始得計入為培

訓課程（最高折算二小時）。  

（三）本校教學助理於完成上述培訓課程後，得領取培訓證書。  

（四）本校教學助理若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四小時之一般性培訓課程，則於規定期限後停止發給

工作酬金，直到完成後才恢復發給，但已停發之工作酬金不再發回。  

七、成效考評  

（一）各課程應於開學後三週內，協助授課教師於 moodle 系統建置課程教學網頁，隨時將課程資

訊及文字報告、數位教材、活動紀錄等上網，以供師生參考。  

（二）教學助理應於學期開始後填寫工作誌（若未寫工作誌，則次月之工作酬金延遲發給），並隨

時記錄工作事項與心得分享以作為考評依據。  

（三）每一課程於學期結束後，需由授課教師進行教學助理考核評量，表現優良之教學助理得參

加本校優秀教學助理遴選，悉依｢慈濟大學優秀教學助理遴選及獎勵辦法｣辦理。本處根據

課程網頁運作情形、教學意見調查、工作誌等評估受補助之實施成效，以作為未來補助相

關課程之參考。  

八、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註一：合班上課課程，修課人數超過 55 人，此值計算比照「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第五條第

五款。  

註二：權值比重依據課程性質訂定，講演課程為 1，實驗課程（含需上機實習、數理課程）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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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課程之權值比重為（實驗課時數比值×3＋非實驗課時數比值×1）。  

註三：依據本校課程查詢系統資料，課程於授課時數或學分數兩者取最大值。  

註四：低於 0.33 以下之課程不核給；另已核給教學助理之課程，如於開學後實際修課人數變動

過大，將依據變動情形調整核給教學助理人數。  

  

舉例說明  

例一：全講演課程  

某教師之課程 A，為完全之講演課程，預選人數為 45 人，課程學分為兩學分，授課時數為兩小

時 為課程 A 之加權值  

例二：全實驗課程  

某教師之課程 B，為完全之實驗課程，預選人數為 45 人，課程學分為一學分，授課時數為三小

時 為課程 B 之加權值  

例三：混合式課程  

某教師之課程 C，為講演與實驗混合課程，預選人數為 45 人，課程學分為兩學分；講演佔二分

之一，實驗佔二分之一  

權值比重=(3×½ +1×½ )=2 {[(45÷40)×2]}×2=4.5  

例四：核發助理  

如全校該學期核定助理總數為四名，則上述三例中，課程 A 核發助理總數為：  

4×[2.25÷(2.25+3.375+4.5)]=0.88 
 

附件 2.3.2-6：本系(含碩士班)101-1學期優良 TA名單 

※本系(含碩士班)101-1學期優良TA名單： 

學期 系所 姓名 學號 TA 類別 獎勵金 

101-1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碩士班 李元植 101727101 教學助理-無接觸學生類 5,000 

101-1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碩士班 何怡儒 101727111 教學助理-無接觸學生類 5,000 

101-1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簡宏任 98712141 課輔小老師類 5,000 

101-1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梁凱琪 98712149 課輔小老師類 5,000 

 

附件 2.3.2-7：本系(含碩士班)101學年度教學助理協助教師課程教學情形 

※本系(含碩士班)101學年度教學助理協助教師課程教學情形： 

學期 類別 TA 所屬系所 姓名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 

101-1 教學助理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碩士班 李冠頡 分子生物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1 教學助理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碩士班 李元植 普通化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1 教學助理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塗惠如 生物學實習(一)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1 教學助理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梁凱琪 神經科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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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教學助理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碩士班 何怡儒 生物化學(一)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1 教學助理 醫學科學研究所 林冠伶 
分子遺傳學原理與

技術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1 教學助理 醫學科學研究所 楊明曄 儀器分析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2 教學助理 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鄭竺軒 生物統計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2 教學助理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塗惠如 生物學實習(二)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2 教學助理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梁凱琪 生物學(二)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2 教學助理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碩士班 何怡儒 生物化學(二)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2 教學助理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碩士班 吳孝薇 實驗室導航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2 教學助理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梁凱琪 生物學實習(二)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2 教學助理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林俐儀 遺傳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2 教學助理 生命科學系 王亭方 遺傳學技術含實驗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2 教學助理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 賴弘祐 有機化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2 教學助理 醫學科學研究所 詹昊 細胞生物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附件 2.3.2-8：本系(含碩士班)102學年上學期教學助理協助教師課程教學情形 

※本系(含碩士班)102學年上學期教學助理協助教師課程教學情形： 

學期 類別 TA 所屬系所 姓名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 

102-1 教學助理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碩士班 戴米雪 生物化學(一)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2-1 教學助理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碩士班 吳孝薇 生物學(一)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2-1 教學助理 醫學科學研究所 林祐延 
人類分子遺傳實驗

技術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碩士班 

102-1 教學助理 醫學科學研究所 林祐延 細胞生物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2-1 教學助理 醫學科學研究所 詹昊 
分析化學(含儀器

分析)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2-1 教學助理 醫學科學研究所 詹昊 分子生物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2-1 教學助理 醫學科學研究所 楊明曄 普通化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2-1 教學助理 醫學科學研究所 林冠伶 
分子遺傳學原理與

技術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2-1 教學助理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黃羽均 生物學實習(一)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2-1 教學助理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劉俊麟 神經科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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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2-9：本系 101學年度教學助理協助教卓情形 

※本系101學年度教學助理協助教卓計畫情形： 

學期 類別 TA 所屬系所 姓名 課程名稱/協助教卓計畫名稱 開課系所/教卓計畫推動單位 

101-2 

教卓課程

類教學助

理 

醫學科學研究所 林冠伶 102 教卓計畫：分子生物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2 

教卓課程

類教學助

理 

分子生物暨人類

遺傳學系 
蔡長達 

102 教卓計畫：5.3.3 培育轉譯生

醫及科普人才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2 

教卓課程

類教學助

理 

分子生物暨人類

遺傳學系 
邱子軒 

細胞遺傳學(1011 課程)/102 教卓

計畫：5.3.3 培育轉譯生醫及科普

人才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2 

教卓課程

類教學助

理 

分子生物暨人類

遺傳學系 
丁姿嘉 

小鼠實驗模式概論(1011 課

程)/102 教卓計畫：5.3.3 培育轉

譯生醫及科普人才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01-2 

教卓課程

類教學助

理 

醫學檢驗生物技

術學系 
曾禹維 

模式生物概論/102 教卓計畫：

5.3.3 培育轉譯生醫及科普人才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附件法規 2.3.3-1：慈濟大學教學評鑑辦法  

慈濟大學教學評鑑辦法 

                                       99 年 10 月 12 日行政會議 - 第 98 次四長暨院長會議審議

通過 

99 年 10 月 13 日第 56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0 年 3 月 9 日第 10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23 日第 5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4 月 29 日第 10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3 日第 6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15 日第 6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9 月 25 日第 1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0 月 30 日第 7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與教學品質，確保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慈濟大學教學評 

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教學評鑑項目包括：  

一、教學滿意度調查  

二、課程大綱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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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上網與研發  

四、教師課堂授課  

五、學生學習指導  

六、學生學習評量  

七、教學專業成長  

評鑑項目配分比例及評分方式另訂之。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含延長服務教師及約聘專案教學人員)均須接受教學評鑑。教學評鑑每學

年辦理一次，評鑑成績為總受評者排名之後 10%(含)且未達 76 分者，依「協助教師整

體發展辦法」規定辦理。  

第四條   教學評鑑程序：  

一、教學評鑑各項量化佐證資料提供單位，應於學年度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供相關資料，

由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彙整。  

二、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於第一學期第二週週五前，公告教學評鑑作業時程，並提供個別教

師教學評鑑相關量化佐證資料，供教師進行自評。  

三、教師完成自評，評鑑資料依序送所屬單位主管及院長(共同教育處主任)初評後，由「教學評

鑑委員會」進行複評，評鑑結果陳請校長核定後，應以書面通知各教師及其所屬單位主

管。  

四、教師如不服「教學評鑑委員會」審議結果者，得於收到通知後二週內(含國定及例假日)向「教

學評鑑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覆；對申覆結果不服者，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提出申

訴。  

第五條   「教學評鑑委員會」由教學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並由教務長、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

主任、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處主任、校長遴聘各學院(含共同教育處)教師代表各一人、

及教學或評量專長教師一至二人組成，審議教學評鑑資料。  

第六條   教學評鑑委員會進行教學評鑑決議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始可決議。教學評鑑委員會開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代理，惟應

迴避與本人、配偶及其有親屬、師生關係者評鑑有關之討論及決議，並不計入該審查案

應出席委員人數。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2.3.3-2教師教學評鑑通過情形 

系所 

教師數 

教學評鑑結果 教學評鑑

改善項目 

參與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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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通過數：12 無 

1.【遠距收播】撰寫成功的研究計畫 

2.電子互動教學論壇 

3.【遠距收播】At the helm:building a vibrant research team 

4.【遠距收播】Lessons from a path of lifetime leaning:from 

Taiwan to US and back 

5.大學教師的創意和情意教育 

6.教師教學觀摩座談會 

7. 100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專題演講(一)：學生學習成效

品質保證認可制之內涵與自我評鑑 

8. 100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專題演講(二)：學生學習成效

評估機制分組討論暨簡報 

9.如何在教學壓力下 HOLD 住自己 

10. Difficult talking-教師說話的藝術與智慧 

11.【系所中心學生學習成效評鑑教育訓練】教育訓練

(一)：總結課程 

12.未來想像與創意教學 

13.教學就是一種表演 

14.【北二區】提升專業技能活動：科學繪圖 What is 

Scientific Illustration？ 

15.【遠距收播】撰寫成功的研究計畫 

16.有效教學結構與微型教學 

17.有關大學教師課程發展的思索 

18. 99 學年優良教師分享 

19 大學教師的創意和情意教育 

未通過數：0   

 

附件 3.1.1-1學士班學生特徵 

 

附件 3.1.1-2學士班入學方式分析 

 

學年 招生方式 招生名額 實際入學情形 備註 

102  繁星計畫 11 10  

學系名稱 名額
實招名

額

最低錄取

分數
採計科目 國 英 數甲 數乙 化學 物理 生物 歷史 地理 公民

頂標 69 82 86 78 86 86

均標 56 54 53 64 56 59 63 52 64 73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34 34 435.3
(生,化)*2.0; 英

*1.75; 國,數,物
1.75 1 2 1 2 444.50 0.98 0.85 0.78

2012

加權和

2012

加權比

2011

加權比

2010

加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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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試入學 19 15  

 考試分發 20 24  

101 

 繁星計畫 5 4  

 甄試入學 22 10  

 考試分發 23 26 
一名大陸生、一名

華僑-香港 

100 

 繁星計畫 2 3  

 甄試入學 25 10  

 考試分發 23 33 
兩名華僑(香港、南

非) 

 

附件 3.1.1-3碩士班學生來源分析 

98 級~102 級學生入學方式及來源分析 

入學 

方式 

98 級 99 級 100 級 101 級 102 級 

報 

到 

人 

數 

報到學生 

來源 

報 

到 

人 

數 

報到學生 

來源 

報 

到 

人 

數 

報到學生 

來源 

報 

到 

人 

數 

報到學生 

來源 

報 

到 

人 

數 

報到 

學生來源 

本校 他校 本校 他校 本校 他校 本校 他校 本校 他校 

甄試 

入學 
4 0 4 1 0 1 3 3 0 5 4 1 7 7 0 

考試 

入學 
16 2 14 4 1 3 1 1 0 5 3 2 1 1 0 

總計 20 2 18 5 1 4 4 4 0 10 7 3 8 8 0 

 

附件 3.1.2招生宣傳活動 

學年 招生宣傳日期 宣傳活動名稱 地點 

101 

 101.12.21 慈濟高中參訪慈濟大學 D619  

101/2/25~26 2012 大學博覽會 劉怡均、曾英傑 

101/4/6 台北市南港高中系所介紹 林明德 

101/7/21~22 2012 大學博覽會 顏瑞鴻、曾若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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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23~26 101 級新生分區家長座談會 溫秉祥、張新侯、顏瑞鴻 

101/10/20~21 2012 第 12 屆研究所博覽會 曾英傑 

101/10/24 至慈濟技術學院協助分遺碩士班招生 孫德珊 

101/11/28 至慈濟技術學院協助分遺碩士班招生 張芝瑞 

101/12/19 台東高中及台東女中系所介紹 顏瑞鴻 

102/2/23~24 2013 大學博覽會 顏瑞鴻(高雄區) 

102/3/5 花蓮女中招生座談會 孫德珊 

102/4/1 玉里高中招生演講 劉怡均 

102/7 2013 大學博覽會 靖永皓 

 

附件 3.1.3-1新生輔導活動 

學年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01 

2013.09.14 學弟妹抽直屬學長姐

活動 

校本部東穿堂 

 2013.09.01~09.08 新生生活營  校本部 

 2013.09.01 分遺系新生暨新生家

長座談會 

B201  

 2013.08.24 東區家長座談會 第一教學研討室  

2013.08.23 北區家長座談會 慈濟台北東區聯絡處核心佛堂 

2013.08.22 中區家長座談會 慈濟台中分會 603 講堂 

2013.08.21 南區家長座談會 慈濟高雄分會和敬廳 

2013.08.12 北區迎新茶會 伯朗咖啡館(台北市中山區 南京二店) 

 中區迎新茶會  

2013.08.23 
南區迎新茶會 

斑鳩的窩日式豬排店 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 29 號) 

 東區迎新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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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3-2新生常見困擾問題分析 

大一新生困擾前十名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NO8 NO9 NO10 

1001 
不知如

何準備

考試 

想做的

事太

多，做不

完 

不能善

用時間 

作息不

正常 

無法有

效念書 

使用電

腦網路

時間太

長 

睡眠不

足 

過分在

乎別人

的看法 

缺乏信

心 

上課或

讀書時

容易胡

思亂想 

題項 

總分 
35 33 33 32 30 28 27 27 25 25 

1011 想做的

事太

多，做不

完 

不能善

用時間 

交通不

方便 

不擅口

語表達 

作息不

正常 

時間不

夠分配 

不知如

何準備

考試 

上課或

讀書時

容易胡

思亂想 

過分在

乎別人

的看法 

常猶豫

不決，難

以下決

定 

題項 

總分 38 37 32 31 30 29 29 28 27 27 

 

附件 3.2.1-1慈濟大學校務行政與教育品質持續改善辦法 

慈濟大學校務行政與教育品質持續改善辦法 

101 年 6 月 22 日第 114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落實辦學理念與教育目標，依品質保證精神制訂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各單位均需建立意見反應管道，並針對問題進行研議與改善，相關意見與處理皆須

建立完整檔案資料，並至少存檔三年以備查核。  

第三條   校之意見反應管道，由秘書室訂定意見反應處理時限與流程，並對意見反應處理進行稽

催與定期宣導。  

第四條   校務行政：校每年定期彙整校內外利害關係人之調查意見與高等教育趨勢，並提出「校

務發展自我改善分析報告」，作為校制訂政策與各單位擬定改善計畫之參考。  

第五條   系所、中心課程規劃與教育品質：  

一、各系所、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應依據學校定位與專業發展趨勢，針對學生畢

業時應達成之具體學習結果制訂教育目標，並據此制訂至多五項學生畢業時應具

備之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等核心能力（基本素養）為原則，並明確訂定各核心

能力（基本素養）之能力（素養）指標；學生核心能力應融滲校、院學生基本素

養與核心能力之內涵，並符合明確、務實、可評量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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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系所、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應針對每一核心能力（基本素養）規劃相應之

課程，制訂各課程達成該核心能力（基本素養）所佔之權重，並公布關聯性明確

之課程地圖。  

三、各課程應有明確之「課程大綱」，課程大綱應說明該課程可達成之核心能力（基本

素養）以及其能力（素養）指標；並明訂其學習標準、權重與評量方式。 系所、

中心應針對評量結果不佳學生提供學習預警與輔導協助。  

四、系所、中心應依據各課程之評量結果，以各課程權重換算核心能力達成的程度，

並進一步製作每位學生之「學習成效雷達圖」。 系所、中心應至少對各項核心能

力學習成效排名後 10%之學生提供學習建議與協助。  

五、系所、中心應透過整合式課程，於修業最後一學年進行總結性評量，評量方式可

包含「會考、口試、專題研究、實習、專業學科檢定考試、畢業論文、專業技能

實作、臨床技能檢核、專業證照考試」等形式。 系所、中心應依據評量結果提

供學生學習建議與協助。  

第六條   系所、中心應定期分析學生評量結果，同時應蒐集師生、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

成效之意見並進行分析，據此定期提出「教育品質自我改善分析報告」，作為擬定單位

發展及自我改善計畫之依據。  

第七條   全校各單位依據「自我改善分析報告」所擬訂之改善計畫，經單位會議及「校務發展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納入下一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之行動方案，並定期公告自我改善成效。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3.2.3-1慈濟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辦法 

慈濟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辦法 

  

91 年 12 月 18 日第 57 次行政會議通過  

95 年 11 月 21 日第 12 次四長四院長會議通過  

96 年 1 月 23 日第 15 次四長四院長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3 月 6 日第 16 次四長四院長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10 月 9 日行政會議-第 28 次四長暨院長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6 月 10 日行政會議-第 50 次四長暨院長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1 月 6 日行政會議-第 63 次四長暨院長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9 月 1 日行政會議-第 77 次四長暨院長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9 月 29 日行政會議-第 80 次四長暨院長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5 月 25 日行政會議-第 91 次四長暨院長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8 月 31 日行政會議-第 95 次四長暨院長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5 月 18 日第 10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慈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學術研究水準及鼓勵優秀學生報考本校各研究所，特

訂定研究生獎助學金辦法（以下簡稱為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研究生獎助學金分為：助學金、教學助理工作酬金、獎勵金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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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以下各項獎助學金：  

一、在校內、外有專職身分者。  

二、因退學或其它理由離校者。  

三、已辦理休學尚未復學者。  

第四條     【助學金】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凡受領研究生助學金者，均需確實協助系、所從事教學及其它相關系所務工作。所稱之

教學及其它相關系所務工作內容，則由各系所自訂。  

二、研究生受領助學金期間若有前述第三條所列之情形者，應停止受領助學金；研究生於校

內、外兼職者可否申請，各所得視情況自行從嚴規範。  

三、教務處課務組依據各研究所提報之碩士班一、二年級及博士班學生人數，核給各所當學

期研究生助學金總額度。請領月份為第一年八月至七月；第二年八月至五月。請領金額

為碩士班每名每月三仟元；博士班每名每月一萬元，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者每名每月加

發五仟元，博士班期間請領助學金至多共計五年為限。  

四、本助學金每學期申請一次，申請人應於每學期開學二週內填具申請表，經指導教授簽證

後，存於各系所備查。各系所彙整研究生請領助學金名單以 A4 格式造冊，送交教務處

課務組辦理。  

第五條     【教學助理工作酬金】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教學助理係指本校在學研究生協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負責分組討論、分組實驗、數位

教材製作（影音資料）及其它各項教學輔助與學習輔導工作。 

二、本校教學助理經費補助每學期申請一次，惟每一課程以申請一種類型之教學助理為原則，

並依據「慈濟大學教學助理實施作業要點」辦理。  

第六條     【獎勵金】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本校為鼓勵優秀學生入學就讀，特設立此獎勵金。  

二、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及入學考試獲錄取正取之一般生（依榜單名次各取前 1/5 者），其

第一學年學雜費獎勵二分之一。  

三、凡當學年度參加本校博士班入學考試獲錄取之正取生（依榜單名次前 1/4 者），獎勵其

第一學年學雜費。  

四、通過本校申請逕修博士學位審核之學生，獎勵其第一學年學雜費（以領足一學年為限）。  

五、通過獎勵之新生，如符合第三條條件者，即自動取消獎勵資格。  

第七條  為培育原住民優秀學生，加強東部高等教育之教師與科技人才來源，原住民學生就讀本

校碩、博士班，獎勵學雜費之二分之一；碩士生以領足二學年，博士生以領足四學年為

限。  

第八條  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留在本校就讀，預研生經本校碩士班甄試或考試錄取者，

其學雜費獎勵二分之一（以領足二學年為限）。  

第九條  凡領取第六、七、八條之獎勵金之學生，需至少擔任一學期教學助理工作，所稱之教學

助理工作依據「慈濟大學教學助理實施作業要點」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實施後之主要分工及負責單位如下：  

一、教務處：課務組負責協助系所辦理各項獎助學金申請之行政流程。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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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獎勵金受獎學生名單並交予會計室。  

二、學務處：複核教務處提供之原住民學生獎勵名單。  

三、各系所：每月填報雜項費用申請各項獎助學金等事宜。  

四、會計室：各項獎助學金之核發等事宜。  

五、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辦理教學助理研習活動及成效考核等事宜。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 3.2.3-2教師 Office Hour一覽表 

教師姓名 Office Hour 101 學年實

際晤談時數 

102 學年（上）

實際晤談時數 

張新侯 週五 PM13:30-17:30  36  

劉怡均 
1011 星期三 7~8 節、星期四 5~6 節 

1012 星期三 7~8 節、星期四 3~4 節 

26  

顏瑞鴻 
101-1 星期一 7-8 節、星期三 7-8 節、星期四 8 節 

101-2 星期一 7 節、星期三 7-8 節、星期四 7-8 節 

4  

王文柄 週五 10-12 AM ~16  

孫德珊 
101-1 (W4, 5-7, 8 堂) 

101-2 (W3, 5-7, 8 堂) 

35.5 hr 

40 hr 

 

曾英傑 

1011: 週一：20：30～22：30、週二 10：10～～15：20、

週三+週四+週五：8：00～14：30 

1012：週三+週四+週五：8：00～12：00、週四+週五：

13:30~15:30 

16  

張芝瑞 星期二、三(5,6 節) 約 10  

溫秉祥 星期一 (7-8)節、星期五 (1-2 節) 0  

 林明德 Tue 2-4; Wed 2, 5-6; Thr 2; Fri 2, 5-6 50  

 曾若嘉 
1011: W1-W4 第七節 

1012: W3-W4 第六-七節 

9 小時 20 分 

3 小時 30 分 

 

 靖永皓 週一第 3、4   週三第 3、4 12  

黃舜平 週三 10-12 AM 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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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4儀器設備與專業教室相關管理辦法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專業教室之使用管理及清潔維護作業要點 
 

100 年 1 月 11 日 99 學年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0 年 3 月 29 日 99 學年生命科學院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為有效使用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專業教室，提供系上師生充

實且便利的教學及學習環境，依據『慈濟大學教室管理辦法』第八條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專業教室包括 B305 實驗室、D614 實驗室。 

三、 專業教室之管理權責單位為系辦；每學期排定課表前擬使用專業教室之教師均需提

前告知系辦公室以利課程安排及借用。 

四、 專業教室之使用優先順序如下： 

(一)系辦公室為專業教室分配運用之權責單位，具調度運用及否決借用之權力。 

(二)專業教室之使用順序以本系上課及相關實驗準備為優先。 

(三)若系上或其他單位師生擬於其他時間借用，需經系辦公室審慎評估，若有影響教

學或行政工作之虞，不得借用。 

(四)專業教室借用以先申請核准者先使用為原則，若系上因臨時有重要因素必須使用

該教室時，得請原申請借用者改用其他場所。 

五、 專業教室借用、使用及清潔維護注意事項如下： 

(一)使用專業教室內各種設備時，使用人需事先熟悉操作程序及注意事項，以免造成

損壞，部分需受過訓練方可使用之儀器設備仍須按照其規定使用。使用時若有異

常情形，使用人應立即與實驗室助理聯繫，若因疏於告知而繼續使用致損害發生

或擴大者，或設備因不正當使用致毀損時，除追究使用者責任外，並得要求使用

者依本校「財物管理辦法」規定依價賠償。 

(二) D614 實驗室內之設備儀器使用時均需確實登記於記錄本上，若經發現並提醒三

次(總數)仍未改善者，該實驗室自即日起停權一年，實驗室內之所有儀器設備均

不得使用。 

(三)實驗室使用後，如有搬動桌椅及其他擺設，或留下物品、垃圾等，使用人需負責

清理並恢復原狀。 

(四)使用人若於使用前發現教室不潔、桌椅擺設凌亂、設備異常或損壞，應立即向系

辦公室反應，系辦應追究前使用人之責任，使用人如未反應則由使用人負責。 

六、 使用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同意借用；已同意者，本系得隨時終止場地之借用，

借用單位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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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法令行為或本校相關規定者。 

(二)擅自將借用場地轉予他人使用者。 

(三)經終止借用而不立即停止者，列為拒絕借用名單，五年內不得再向本系申請借

用。其違反情節重大者，不得再向本系申請借用教室。 

七、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院務會議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慈濟大學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器材借用管理要點 

 
100 年 1 月 11 日 99 學年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29 日 99 學年生命科學院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為使本系管理之教學相關設備器材，提供教師及學生借用時，能有合理有效之

規範，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規範之器材項目如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攝影機、數位相機、錄

音筆、麥克風、雷射指示器等其他相關配備。 

三、 借用登記方式： 

(一) 借用器材時借用人需填寫借用登記簿。 

(二) 領取器材時，借用人需事先確認各項器材及配件是否齊全，狀態正常。 

四、 歸還方式： 

(一) 借用人需於約定登記時間內歸還器材。 

(二) 請借用人於歸還前先行清點所有借用器材，待系辦人員檢查無誤後，並於

借用登記簿上註銷方為完成手續，如查非原物，不予接受，並做損失論。 

(三) 借用人逾期歸還，暫停借用權利一個月，以玆申誡。 

五、 使用規則與罰則： 

(一) 本系各項器材僅提供本系師生教學及本系相關活動使用，嚴禁私人使用或

外借。 

(二) 器材借用期間，借出器材及配件之安全保管事宜，由借用人全權負責。 

(三) 借用人遺失或損壞之器材情形，若會影響其他教師、同學使用，需由遺失

或損壞器材之借用人，負責尋求補救方法或以其他器材先行替代（相關

費用由遺失或損壞器材之借用人負責）。 

(四) 借用之器材應加以愛護，以重公物。若因疏失致器材遺失、損毀之借用人，

除依本校財物管理辦法須照價賠償外，另本系一學期內將不再借用器材

予該借用人。 

六、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院務會議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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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1學生課外學習活動成效 

學年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參與數 

 

  

 101/12/12 

專題演講 

第一場演講者：Tyson V. Sharp教授 

英國倫敦皇后瑪麗大學 

演講題目： The new LAW of microRNA 

silencing and hypoxia 

regulation:combining research and 

teaching 

第二場演講者：王學偉教授 

陽明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演講題目：Transcriptome-based 

Genomic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cancer translational research 

and teaching 

  

第二教學研討室 

 42 

101/12/7 專題演講 

鈣離子通道與疾病－分子生物技術於

生命醫學之應用及留學牛津大學經驗

談 

靜思堂 國際會議廳   

150 

 

101/9/28 專題演講 

Epigenetics in germ cells and stem 

cells 

第二教學研討室   

30 

 

102/3/15 演講者：王弘毅副教授 

(台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演講題目：Mode and Tempo of 

Hepatitis B virus evolution within and 

between hosts 

B105階梯教室 48 

 

102/5/3 
慈濟東華兩校三系學術交流研討會 

演講者：劉怡均教授 

演講題目：The role of Cav3.2 T-type 

calcium channel -dependent signalings 

in formation of fear memory- from 

molecules to behavior Cav3.2   

東華大學 

理工三館1樓階梯教室 

100 

 
  102/5/14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系生涯規劃專題

演講 

 D601  30 

 
 102/5/21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系生涯規劃專題

演講 

  

D601 

  

30 

 

102/6/5 演講者：黃秉益博士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

心水資源組組長) 

演講題目：深層海水資源的產業利用

B202 階梯教室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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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展望 

102  

102/11/7 演講者：Dr. Susan, Mango  

(Professor, Dept.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演講題目：Dynamic chromatin during 

pluripotency and organogenesis 

第二教學研討室 25 

102/11/7 演講者：Dr. Alexander F. Schier 

(Leo Erikson Life Sciences Professor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演講題目：Morphogen gradients: from 

establishment to interpretation 

第二教學研討室 20 

102/12/25 演講者：沈昌輝副教授 

(Department of Biology, College of 
Staten Island,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演講題目：The role of transcriptional 

coactivators in yeast INO1 activation 

第二教學研討室 20 

 

 

附件 3.3.2-1學生輔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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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2-2學生輔導情形分析 

學期 系/院 課業

與學

業 

學校

生活

適應 

生涯

與就

業 

人際

或關

係 

情感 家庭 情緒

困擾 

自我

瞭解

與存

在 

自我

傷害

與攻

擊行

為 

身心

健康

議題 

性別 其他 總計 

991 
分遺系 2 0 1 3 0 0 0 0 0 0 0 0 6 

全校 36 35 35 127 68 63 94 44 1 67 0 20 590 

992 
分遺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全校 22 23 58 107 59 69 107 124 4 82 1 3 659 

1001 
分遺系 0 6 1 12 3 1 0 3 0 0 0 0 26 

全校 27 34 34 127 83 86 65 70 3 64 1 10 604 

1002 
分遺系 2 0 0 11 0 0 17 0 1 2 0 1 34 

全校 26 46 46 166 94 56 94 124 8 59 0 20 732 

1011 
分遺系 0 2 0 2 2 2 0 11 0 0 0 0 19 

全校 20 23 54 134 80 69 89 200 3 38 8 23 741 

1012 
分遺系 3 0 1 2 1 0 0 9 0 1 0 2 19 

全校 24 8 27 127 110 53 79 271 2 17 6 11 735 

 

 

附件 3.4.1畢業檢核機制與標準 

(學士班)畢業生能力檢核方式與標準表： 

學

系 

學

制 
教育目標 核心能力 核心能力指標 

畢業生能力檢核 

檢核方式 檢核標準 通過標準 

分 

子 

生 

物 

暨 

人 

學 

士 

班 

培養具備分

子生物暨人

類遺傳基礎

知識及實驗

操作能力之

人才 

1.具備分子

生物暨人

類遺傳基

礎知識的

能力 

1a.能具備分子生物及

人類遺傳相關的知

識。 

1b.能整合應用分子生

物及人類遺傳相關

的知識。 

畢業前應

修畢本系

訂定之「分

子遺傳學

原理與技

術」課程 

測試藍圖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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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遺 

傳 

學 

系 

2.具備分子

生物暨人

類遺傳實

驗操作的

能力 

2a.了解基本分子生物

及人類遺傳研究方

法。 

2b.能整合應用分子生

物及人類遺傳相關

的實驗操作技能。 

畢業前應

修畢本系

訂定之「專

題研究

(一)、「書報

導讀」必修

課程 

評量尺規 60 分 

3.具備邏輯

思考、分析

事理及溝

通表達的

能力 

3a.具備清楚的思考邏

輯能力並能蒐集專

業資料進行研讀與

分析。 

3b.能將獲得正確的訊

息有條理及完整的

以口語或寫作方式

呈現。  

3c.具備與同儕協調溝通

並合作之能力。 

畢業前應

修畢本系

訂定之「專

題討論」課

程 

評量尺規 60 分 

 

 

(碩士班)畢業生能力檢核方式與標準表： 

學

系 

學

制 
教育目標 核心能力 核心能力指標 

畢業生能力檢核 

檢核方式 檢核標準 通過標準 

分 

子 

生 

物 

暨 

人 

類 

遺 

傳 

學 

系 

碩 

士 

班 

培養具備分

子生物暨人

類遺傳知識

與研究能力

之專業人才  

1.具備分子

生物暨人

類遺傳專

業知識的

能力  

1a.能具備分子生物及

人類遺傳專業知識。  

1b.能整合應用分子生

物及人類遺傳相關

的專業知識。 

碩士論文 評量尺規 70 分 

2.具備分子

生物暨人

類遺傳研

究設計的

能力 

2a.能理解研究方法的

精神、應用範圍及限

制。 

2b.能整合應用分子生

物及人類遺傳專業

知識於研究設計。 

碩士論文 評量尺規 70 分 

3.具備思辨

分析、學術

口頭表達

及論文寫

作能力  

3a.建立正確獨立的思

維，能蒐集專業資料

並進行研讀與分析。 

3b.具備對學術論文閱

讀與整理的能力。 

3c.能呈現有條理及完整

的口語或寫作方式。 

碩士論文 評量尺規 7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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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評量尺規：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評量尺規 

學生姓名：  學號： 口試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論文題目：          

評量主題：依書面與口頭報告的內容是否達到一般生物醫學類別之碩士應有畢業水準 

   評分標準 

審查項目 

優 佳 可 待補強 差 分數 
(評分標準*各項百

分比)    90～100        80～89         70～79        50～69          0～49 

背景與重要性

說明(20%) 

□非常清晰說

明並符合極佳

邏輯性 

□清晰說明

並符合良好

邏輯性 

□清晰說明並

符合邏輯性，但

稍有錯誤 

□說明不清

且不符合邏

輯性 

□說明有錯誤，

且極不符合邏輯

性 

 

使用的研究方

法(20%) 

□研究方法與

設計的正確性

及適當性極佳 

□研究方法

與設計的正

確性及適當

性雖佳，但有

些許改善空

間 

□研究方法與

設計的正確性

及 適 當 性 尚

可，且仍有部分

改善空間 

□研究方法

與設計的正

確性及適當

性不佳，需適

度重整並改

善 

□研究方法與設

計的正確性及適

當性差，需大幅

重整並積極改善 
 

結果質量、推論

(20%) 

□結果嚴謹度

與 豐 富 度 極

佳，論證亦完善 

□結果嚴謹

度與豐富度

雖佳，論證亦

達中上水準 

□ 結 果 嚴 謹

度、豐富度、論

證完善度雖有

缺憾但可接受 

□結果嚴謹

度、豐富度、

論證完善度

有遺漏，且需

改善 

□結果嚴謹度、

豐富度、論證完

善度有大幅度遺

漏，需積極改善 

 

口頭報告(20%) 

□口頭報告條

理非常清晰，態

度、論文重點、

口語及發音等

各項講述技巧

極佳 

□口頭報告

條理清晰，態

度、論文重

點、口語及發

音等各項講

述技巧良好 

□口頭報告條

理尚可，態度、

論文重點、口語

及發音等各項

講述技巧尚可 

□口頭報告

不夠清楚，態

度、論文重

點、口語及發

音等各項講

述技巧需改

善 

□口頭報告極不

清楚，態度、論

文重點、口語及

發音等各項講述

技巧需大幅改善 

 

問題回答與邏

輯(20%) 

□回答問題的

邏輯及正確度

極佳 

□回答問題

的邏輯及正

確度良好 

□回答問題的

邏輯及正確度

尚可 

□回答問題

的邏輯及正

確度需改善 

□回答問題的邏

輯及正確度需大

幅改善 

 

                                                   總分(上列各項分數加總)  

審核意見： 

       

口試委員(請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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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1-1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101 學年】 

日期 講者 活動主題 

101/9/25 張新侯 從可見光觸媒的抗菌研發談在東部的環境作研究 

101/10/16 顏瑞鴻 The impact of food-derived natural products on health 

101/10/30 劉怡均 
The gateway to memory retrieval- research of Cav3.2 T-type 

calcium channel 

101/11/7 王文柄 
The effects of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signaling on liver 

homeostasis and regeneration 

102/3/11 張芝瑞 Anti-proliferation effects of plant extract on cancer cells 

102/4/8 陳紀雄 

Wiliness of Cancer Cells: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studies on 

the mechanisms how overexpressed hPTTG1 promotes breast 

cancer metastasis 

102/5/13 曾英傑 
種瓠仔生菜瓜：Ethanol as a source for the formation of 

palmitic methyl ester in OP9 cells 

102/6/10 林明德 

Drosophila PRL phosphatase is required for maintaining 

photoreceptor cell polarity and cell survival in reti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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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 

日期 講者 活動主題 

102/9/24 溫秉祥 
Molecular cloning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acid 

alpha-glucosidase mutants 

102/10/9 孫德珊 
Erythropoiesis Sup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Anthrax Lethal 

Toxin-Mediated Pathogenic Progression 

102/10/22 黃舜平 
G-CSF provides autocrine protection for retinal ganglion cells 

after optic nerve crush injury 

102/11/27 靖永皓 Sexual differences in odorant detection 

103/3/7 曾若嘉 
HBP1 promoter methylation augments the oncogenic β-catenin 

to correlate with prognosis in NSCLC 

103/4/14 張新侯  

103/5/13 顏瑞鴻  

103/6/11 劉怡均  

 

     

 

 

 

附件 4.1.1-2本系教師專屬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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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779649802136139/ 

 
 

 

附件 4.1.2-1 系所教師研究著作資料表(101-102學年) 

4.1.2-1.A 系所教師研究著作資料表(101學年) 

教師姓名 論文名稱 期刊 

張新侯 

孫德珊 

The influence of nanodiamond on the 

oxygenation states and micro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human red 

blood cells in vitro 

Journal of Biomedical Optics 

17(10), 101512-9, 2012. 

(Impact factor: 2.881; 

Ranking: 9/80). 

張新侯 

(CC) 
孫德珊 

(CC) 

Activated protein C ameliorates 

Bacillus anthracis lethal toxin-induced 

lethal pathogenesis in rats. 

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 21, 19:98, 2012. 

(Impact factor: 2.458; 

Ranking: 57/121). 

張新侯  

(C) 

Platelets in inflammation and immune 

modulations: functions beyond 

hemostasis 

 

Archivum Immunologiae et 

Therapiae Experimentalis 

60(6):443-51, 2012 (Invited 

review) (Impact factor: 

2.378; Ranking: 90/137) 

劉怡均 

(C) 

Retrieval of context-associated memory 

is dependent on the Cav3.2 T-type 

calcium channel 

PLoS One 

7(1): e29384, 2012. (Impact 

factor: 3.73; Ranking: 7/56) 
劉怡均 

(C)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spontaneous 
47,XX,+21/46,XY chimeric fetus with 
male genitali 

BMC Medical Genetics 

13:85, 2012. (Impact factor: 

2.536; Ranking: 83/161 )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77964980213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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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怡均 

(C) 

In vivo knockdown of hippocampal 
miR-132 expression impairs memory 
acquisition of trace fear conditioning 

Hippocampus 23(7):625-33, 

2013. 

(Impact factor: 5.492; 

Ranking: 36/252) 

顏瑞鴻 

(C) 

Luteolin induces microRNA-132 
expression and modulates neurite 
outgrowth in PC12 cells. 

PLoS One 

7: e43304, 2012. (Impact 

factor: 3.73; Ranking: 7/56) 

顏瑞鴻 

 

Effects of citrus flavonoids, 
5-hydroxy-3,6,7,8,30,40-hexamethoxyfl
avone and 
3,5,6,7,8,30,40-heptamethoxyflavone, 
on the activities of macrophage 
scavenger receptors and the hepatic 
LDL receptor.  

Food & Function 

25:602-609, 2013. (Impact 

factor: 2.694; Ranking: 

19/124 ) 

王文柄 

(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c 

Signaling Is Required for Intestinal Cell 

Differentiation in Zebrafish 

PLoS One 8(3): e58310, 

2013. (Impact factor: 3.73; 

Ranking: 7/56) 

王文柄 

(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Fgf) signaling 

pathway regulates liver homeostasis in 

zebrafish 

Transgenic Research  

22(2):301-314, 2013. 

(Impact factor: 2.609; 

Ranking: 56/160) 

孫德珊 

(C) 
張新侯 

(F) 

Suppressive effects of anthrax lethal 

toxin on megakaryopoiesis 

 

PLoS One 

8(3), e59512, 2013. (Impact 

factor: 3.73; Ranking: 7/56) 

張芝瑞 

(C) 

Kalanchoe tubiflora extract inhibits cell 

proliferation by affecting the mitotic 

apparatus 

BMC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12(1):149, 2012. (Impact 

factor: 2.082; Ranking: 7/22) 

張芝瑞 

(C) 

The degradation mechanism of toxic 

atractyloside in herbal medicines by 

decoction.  

Molecules  

18, 2018-2028, 

2013. (Impact factor: 2.428; 

Ranking: 24/57) 

張芝瑞 

(F) 
Euphorbia formosana root extract 

induces apoptosis by caspase-dependent 

cell death via fas and mitochondrial 

pathway in thp-1 human leukemic cells. 

Molecules  

18, 1949-1962, 

2013. (Impact factor: 2.428; 

Ranking: 24/57) 

張芝瑞 

(F) 
Diagnosis of β-lactam resistance in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using shotgun 

proteomics and lc-nano-electrospray 

ionization ion trap mass spectrometry. 

Analytical Chemistry 

85(5):2802-8, 2013. 

(Impact factor: 5.695; 

Ranking: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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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秉祥 

A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 of 

CCR6 (rs3093024) is associated with 

susceptibility to rheumatoid arthritis but 

not ankylosing spondylitis, in a 

Taiwanese population. 

J Rheumatol. 39(8):1765, 

2012. (Impact factor: 3.258; 

Ranking: 11/29) 

溫秉祥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of 
ORAI1 Gene and Breast Cancer in a 
Taiwanese Population.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2012, 916587, 2012.  

(Impact factor: 1.73; 

Ranking: 13/56) 

溫秉祥 

(F) 

Increased Risk of Atopic Dermatitis in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in 
Taiwan.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2013:605123, 2013.  

(Impact factor: 1.722; 

Ranking: 8/22) 

林明德 Arginine-rich cell-penetrating peptides 
deliver gene into living human cells 

Gene 

505 (1), 37-45, 2012.  

(Impact factor: 2.196; 

Ranking: 99/161) 

林明德 The Drosophila GOLPH3 homolog 

regulates the biosynthesis of heparan 

sulfate proteoglycans by modulating 

the retrograde trafficking of exostosins. 

Development.140 (13), 

2798-807, 2013. (Impact 

factor: 6.208; Ranking: 5/41) 

林明德 

(F) 
Expression of phosphatase of 

regenerating liver family genes during 

embryogenesis: an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analysis among 

Drosophila, amphioxus, and zebrafish. 

BMC Dev Biol. 13:18, 2013. 

(Impact factor: 2.728; 

Ranking: 22/41) 

黃舜平 

(F) 

Potential Cellular Functions of 

N-Ethylmalemide Sensitive Factor in the 

Photoreceptor.  

Adv Exp Med Biol. 

723, 791-7, 2012. (Impact 

factor: 1.825; Ranking: 

30/83) 

黃舜平 

(F) 

The mechanisms of retinal ganglion cell 

death in optic neuropathies 

Neuro-ophthalmology Japan 

30(2), 217-224, 2013. 

(non-SCI) 

 

4.1.2-1.B 系所教師研究著作資料表(102學年) 

教師姓名 論文名稱 期刊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3720043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364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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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侯 

(C) 
孫德珊 

 

Antibacterial performance of 
nanoscaled visible-light responsive 
platinum-containing titania 
photocatalyst in vitro and in vivo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General Subjects 

1830, 3787-3795, 2013. 

(Impact factor: 3.848; 

Ranking: 15/72) 
張新侯 

 

Alteration of the phenotypic and 
pathogenic patterns of Burkholderia 
pseudomallei that persist in a soil 
enviro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90 (3), 467-479, 2014. 

(Impact factor: 2.534; 

Ranking: 5/22) 

劉怡均 

(C) 
顏瑞鴻 

Sex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ive warfarin 
dosage in Han and aboriginal Taiwanese 
patients with the VKORC1-1639AA 
genotype.  

Tzu Chi Medical Journal 

25(4): 213-217, 2013. 

(non-SCI) 

陳紀雄 

(C) 
顏瑞鴻 

Down-Regulation of the Oncogene 
PTTG1 via the KLF6 Tumor Suppressor 
during Induction of Myeloid 
Differentiation 

PLoS One 8 (8): e71812, 

2013. (Impact factor: 3.73; 

Ranking: 7/56) 

顏瑞鴻 

(C) 
 

Neurotrophic Action of 5-Hydroxylated 
Polymethoxyflavones: 
5-Demethylnobiletin and Gardenin A 
Stimulate Neuritogenesis in PC12 Cell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61, 9453-9463, 2013. 

(Impact factor: 2.906; 

Ranking: 1/57) 

顏瑞鴻 Lipid peroxidation end product 
4-hydroxy-trans-2-nonenal 
triggers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 and 
heme oxygenase-1 expressionin PC12 
cells: Roles of ROS and MAPK pathways 

Toxicology 

315, 24-37, 2014. (Impact 

factor: 4.017; Ranking: 

11/85) 

孫德珊 

(C) 

張新侯 

(F) 

Erythropoiesis sup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anthrax lethal toxin-mediated 

pathogenic progression 

PLoS One 8(8), e71718, 

2013. (Impact factor: 3.73; 

Ranking: 7/56) 

孫德珊 

(C) 

張新侯 

Application of flow cytometry for 
demonstrating normal erythropoiesis 
pattern in human bone marrow. 

J Biomed. Lab. Sci. 25 (4), 

111-119, 2013. (non-SCI) 

孫德珊 

(C) 

張新侯 

(F) 

Cell Adhesion as a Novel Approach to 
Determining the Cellular Binding Motif 
on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Spike Protein 

J Virological Method 

201, 1-6, 2014. (Impact 

factor: 1.9; Ranking: 

86/160) 

張芝瑞 

(C) 

The anti-cancer activity of Kalanchoe 
Tubilfora 

OA alternative Medicine  

1(2):18-21, 2013. (non-SCI) 

黃舜平 

(F) 

Regenerative medicine in optic 
neuropathy 

Neuro-ophthalmology Japan 

30(2):315-319, 2013. 

(non-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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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舜平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recombinant 
human 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G-CSF) in a rat model of anterior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 (rAION) 

Exp Eye Res  

118, 109-116, 2014. 

(Impact factor: 3.026; 

Ranking: 6/59) 

 

附件 4.1.2-2 師生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記錄及國際交流記錄 (101-102學年) 

4.1.2-2 A 師生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記錄及國際交流記錄 (101學年) 

教師姓名 論文名稱 作者 研討會名稱及地點 慈大學生參與

(系所) 

口頭報告或

看板論文 

張新侯 Concurrence of 

DENV virus and 

anti-NS1 Ig on 

the elicitation of 

coagulopathy and 

hemorrhage in a 

mouse model 

Chang HH 慈濟大學一百零二

年度學術研討會 

 

 口頭報告 

顏瑞鴻 

 

Cytoprotective 

effect of fisetin on 

the 

hypoxia-induced 

cell death in PC12 

cells 

Ho YR (何

怡儒), Yen 

JH* 
 

The 28
th 

Joint 

Annual Conference 

of Biomedical 

Science (Taipei, 

Taiwan) 

 

何怡儒 

(分遺碩班) 

看板論文 

顏瑞鴻 The neurotrophic 

action of a dietary 

flavonoid: 

luteolin induces 

microRNA-132 

expression and 

modulates neurite 

outgrowth in 

PC12 cells 

Lin LF (林

蓮芳), Chiu 

SP (邱思

萍), Wu MJ, 

Chen PY 

(陳佩怡), 

Yen JH* 

慈濟大學一百零二

年度學術研討會 

 

林蓮芳 

(分遺碩班) 

邱思萍 

(分遺碩班) 

陳佩怡 

(醫科所) 

口頭報告 

顏瑞鴻 

 

Curcumin 

decreases PCSK9 

gene expression 

via regulation of 

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 1α 

(HNF1α) in 

HepG2 cells 

Tai MH (戴

米雪), 

Huang SL 

(黃紹藍), 

Chen PY 

(陳佩怡), 

Wu MJ, Ho 

CT, Yen 

JH* 

Pharma-Nutrition 

2013 (Singapore) 
戴米雪 

(分遺碩班) 

黃紹藍 

(分遺碩班) 

陳佩怡 

(醫科所) 

看板論文 

 

獲得 Best 

Poster 

Prize 

王文柄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and Notch 

signaling regulate 

intestinal cell 

differentiation in 

zebrafish 

Liu DW (劉

大瑋), Fu 

JW, Tsai 

SM (蔡夙

美), Wang 

WP* 

Asia-Pacific 

Developmental 

Biology Conference 

(Taipei, Taiwan) 

 

劉大瑋 

(醫科所) 

蔡夙美 

(醫科所) 

看板論文 



- 84 - 

孫德珊 

張新侯 

Potential roles of 

BHLHB2, 

DACH1, and 

RBP5 genes in 

megakaryocytic 

differentiation. 

Lin GL(林

冠伶), 

Chang 
HH, Chen 

PK (諶伯

綱), Kau 

JH, Huang 

HH, Hsu 

HL, Liao 

CY and 

Sun DS* 

2012東區三校轉

譯醫學聯合研討

會暨慈濟大學師

生學術日. 

林冠伶 

(醫科所) 

諶伯綱 

(醫科所) 

口頭報告 

 

獲銅牌獎 

孫德珊 

張新侯 

Potential roles of 

genes (NFIX and 

ZFP36L1) 

associated with 

megakaryocytic 

differentiation. 

 

Li J (李冠

頡), Chang 

HH, Chen 

PK (諶伯

綱), Kau 

KH, Huang 

HH, Hsu 

HL, Liao 

CY, and 

Sun DS* 

The 28
th 

Joint 

Annual Conference 

of Biomedical 

Science (Taipei, 

Taiwan) 

李冠頡 

(分遺碩班) 

諶伯綱 

(醫科所) 

看板論文 

 

獲優良壁

報論文獎 
 

孫德珊 

 

Roles of Dengue 

envelop protein 

on 

megakaryopoiesis 

suppression. 

 

Lin GL (林

冠伶), Chan 

H (詹昊), 

Chen PK 

(諶伯綱), 

Wu JC (吳

振誠), and 

Sun DS* 

慈濟大學一百零二

年度學術研討會 

 

林冠伶 

(醫科所) 

詹昊 

(醫科所) 

諶伯綱 

(醫科所) 

吳振誠 

(分遺碩班) 

口頭報告 

孫德珊 

張新侯 

 

Potential roles of 

genes (NFIX and 

ZFP36L1) 

associated with 

megakaryocytic 

differentiation. 

Li J (李冠

頡), Chang 

HH, Chen 

PK (諶伯

綱), Kau 

KH, Huang 

HH, Hsu 

HL, Liao 

CY, and 

Sun DS* 

慈濟大學一百零二

年度學術研討會 

 

李冠頡 

(分遺碩班) 

諶伯綱 

(醫科所) 

看板論文 

 

孫德珊 

張新侯 

 

Potential roles of 

genes (NFIX and 

ZFP36L1) 

associated with 

megakaryocytic 

differentiation. 

Li J (李冠

頡), Chang 

HH, Chen 

PK (諶伯

綱), Kau 

KH, Huang 

慈濟東華兩校三系

學術交流研討會 

李冠頡 

(分遺碩班) 

諶伯綱 

(醫科所) 

看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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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Hsu 

HL, Liao 

CY, and 

Sun DS* 

曾若嘉 The alteration 

analysis of HBP1 

genes in NSCLC.  

 

Wu PC (巫

佩蓁), Lin 

SF, Huang 

WR, Wang 

YC and 

Tseng RC*  
 

Asia-Pacific 

Congress on Virus 

Related 

Malignancie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1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巫佩蓁 

(分遺碩班) 

 

看板論文 

 

靖永皓 Seasonal variation 

of fecal indicators 

in a drinking 

water reservoir 

 

Wu CC, Lo 

HU, Chen 

TH, Ching 

YH, Chiueh  

PT and 

Tung HH 

ISME-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icrobial Ecology 

(Copenhagne, 

Denmark) 

 看板論文 

 

 

靖永皓 Dependence of 

mouse embryonic 

development on  

the de novo 

pyramidine 

biosynthesis gene 

Cad 

Ching YH, 

Stenson EK, 

Schimenti 

JC 

26
th

 International 

Mammalian Genome 

Conference 

(St Pete Beach, 

Florida, USA) 

 看板論文 

 

靖永皓 台北水源區指標

微生物與糞便污

染之關聯性研究 

吳佳真，羅

皓瑜，陳子

豪，靖永

皓，童心欣 

第 29屆自來水研究

發表會 

 

  

 

 

 

 



- 86 - 

 
顏瑞鴻老師的研究生戴米雪 參加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學會國際期刊舉辦之 Food and Functio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獲得 Best Poster Prize(201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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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德珊老師的研究生林冠伶 參加慈濟大學師生學術日學術研討會論文競賽 獲得銅牌獎(2012/10/18) 

 

 



- 88 - 

 

孫德珊老師的研究生李冠頡 參加第二十八屆生物醫學聯合會 獲得優良壁報論文獎(2013/03/23) 

 

4.1.2-2 B 師生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記錄及國際交流記錄 (102學年) 

教師姓名 論文名稱 作者 研討會名稱及地點 慈大學生參與

(系所) 

口頭報告或

看板論文 

孫德珊 

張新侯 

Suppressive 

effect of dengue 

virus envelope 

domain III 

protein 

(DenEIII) on 

megakaryopoies 

Lin GL (林冠

伶), Chang 

HH, Chen 

PK (諶伯綱), 

Chan H (詹

昊), Liao CY, 

and Sun DS* 

2013年慈濟大學師

生學術日暨陳紀雄

教授榮退學術研討

會 

林冠伶 

(醫科所) 

諶伯綱 

(醫科所) 

詹昊 

(醫科所) 

口頭報告 

 

獲銀牌獎 

靖永皓 Long-range 

PCR and 

next-generation 

sequecing to 

identify a ENU 

induced 

mutation 

Ding ZJ (丁

姿嘉) and 

Ching YH* 

The 27th 

International 

Mammalian Genome 

Conference  

Salamanca, Spain) 

丁姿嘉 

(分遺系) 

看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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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德珊老師的研究生林冠伶 參加慈濟大學師生學術日暨陳紀雄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 獲得銀牌獎

(2013/11/21) 

 

附件 4.1.2-3  教師國內國際學術或專業之合作與研究計畫資料表 (101-103學年) 

(國科會補助計劃) 

教師姓

名 
計畫名稱 

計畫內

擔 

任之工

作 

起迄年

月 

補助

或委

託機

構 

經費總額 

張新侯 

樹突細胞及週邊血單核球

對血小板的調節：靜脈注射

免疫球蛋白治療對於自體

免疫血小板低下的機轉及

應用

(101-2320-B-320-004-MY3) 

主持人 

2012/08 
至 

2015/07 

國科

會 
4,710,000 

張新侯 

奈米鑽石做為藥物傳遞的

生物醫學應用

(2/3)(3/3)(101-2120-M-259-

001-) 

共同主

持人 

2012/08 
至 

2014/07 

國科

會 
1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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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侯 

CD11 樹突細胞驅動小鼠免

疫 HIV-1 gag DNA 疫苗與鞭

毛佐劑之 Th2轉向 Th1免疫

反應(102-2314-B-214-007-) 

共同主

持人 

2013/08 
至 

2014/07 

國科

會 
980,000 

劉怡均 

海馬 CaV3.2 基因剔除小鼠

之分析

(101-2314-B-320-008-) 

主持人 
2012/08 

至 

2013/10 

國科

會 
600,000 

顏瑞鴻 

柑橘類黃酮影響神經細胞

功能與學習記憶之分子研

究(101-2313-B-320-001-) 

主持人 
2012/08 

至 

2013/7 

國科

會 
850,000 

顏瑞鴻 

具 Nrf2 活化功能的植化素

之神經保護功效探討:內質

網壓力及氧化壓力

(102-2320-B-041-003-MY3) 

共同主

持人 

2013/08 
至 

2016/7 

國科

會 
3,533,000 

顏瑞鴻 

多酚類植化素影響肝細胞

PCSK9基因表達與調節低密

度脂蛋白膽固醇代謝之分

子研究

(102-2313-B-320-001-MY3) 

主持人 
2013/08 

至 

2016/7 

國科

會 
4,435,000 

王文柄 

肝癌之斑馬魚模式 – 抑

制肝細胞中纖維母細胞生

長因子訊息引起肝內型膽

管癌病理成因的機制探討

(102-2311-B-320-001-) 

主持人 
2013/08 

至 

2014/7 

國科

會 
950,000 

孫德珊 

炭疽桿菌致死毒素影響紅

血球細胞的機轉及治療研

究(99-2311-B-320-003-MY3) 

主持人 
2012/08 

至 

2013/7 

國科

會 
1,550,000 

曾英傑 

乙醇可以作為合成棕櫚酸

甲脂之原料嗎？- 一項生

物化學界的新發現

(1/2)(2/2)(102-2633-B-320-0

01-) 

百人拓荒計畫試辦方案 

主持人 
2013/10 

至 

2015/9 

國科

會 
1,099,000 

林明德 

癌症轉移標靶「肝臟再生磷

酸水解脢」於果蠅的發育遺

傳功能探討

(101-2311-B-320-001-MY3) 

主持人 
2012/8 
至 

2015/7 

國科

會 
5,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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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若嘉 

源自輸卵管癌在卵巢及腹

腔微環境之癌化分子機制

探討: SLIT-ROBO 路徑研究

(101-2320-B-320-008-MY3) 

主持人 
2012/8 
至 

2015/7 

國科

會 
4,410,000 

靖永皓 

使用不同之 Zbtb16 突變鼠

探討後肢多趾症及精原母

細胞自體更新之分子調控

(98-2311-B-320-001-MY3) 

主持人 
2009/8 
至 

2012/10 

國科

會 
3,000,000 

黃舜平 

探討 peroxiredoxin 6 在糖

尿病視網膜病變的分子病

理機轉 

主持人 
2012/8 
至 

2013/7 

國科

會 
950,000 

黃舜平 

嘧啶新合成基因 Cad 在調

控視網膜細胞生長及分化

之功能

(102-2314-B-303-011-MY2) 

主持人 
2013/8 
至 

2015/7 

國科

會 
1,720,000 

 

附件 4.1.2-4 教師國內國際學術或專業之合作與研究計畫資料表(人才培育計畫) 

(101-103學年)  

教師姓名 計畫名稱 

計畫內

擔 

任之工

作 

起迄年

月 

補助或委

託機構 
經費總額 

張新侯 

生命科學研究人才培育－從基

礎到產業(1/3) 

(2/3)(3/3)(102-2321-B-002-087-
) 

共同 

主持人 

2013/8 
至 

2016/7 

國科會 30,000,000 

曾英傑 
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

型計畫 

協同 

主持人 

2012/1 
至 

2013/12 

教育部 944,871 

孫德珊 

溫秉祥 

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 

3-2-4 分子生物學 

共同 

主持人 

2012/1 
至 

2012/12 

教育部 704,622 

溫秉祥 

孫德珊 

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 

1-4-5 分子生物學 

共同 

主持人 

2013/1 
至 

2013/12 

教育部 294,927  

張新侯 

劉怡均 

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 5-3-3  

培育轉譯生醫及科普人才 

共同 

主持人 

2013/1 
至 

2013/12 

教育部 1,1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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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2-5 教師國內國際學術或專業之合作與研究計畫資料表(101-103學年)  

其他（含產學合作)計畫 

教師姓名 計畫名稱 

計畫內

擔 

任之工

作 

起迄

年月 

補助或

委託機

構 

經費總額 

張新侯 

登革病毒套膜蛋白及

非結構蛋白抗體在登

革出血熱雙重打擊之

小鼠模型中所扮演的

角色 

TCIRP101001-03Y1 

TCIRP101001-03Y2 

(校內整合型計畫) 

主持人 
2012/8 
至 

2014/7 

慈濟基

金會 
1,100,000 

張新侯 

奈米光觸媒之安全性

研究 

(產學合作計畫) 

主持人 
2012/8 
至 

2013/7 

慈濟基

金會 
200,000 

張新侯 

探討攜帶不同細胞激

素之外吐小體

exosome 誘發血管內

皮細胞損傷程度 

(研究效益獎勵專案

計畫) 

主持人 
2013/8 
至 

2014/7 

慈濟基

金會 
300,000 

劉怡均 

人員生物劑量臨床試

驗申請與染色體分析

勞務案 

(產學合作計畫) 

主持人 

2012/9 
至 

2012/1
1 

行政院

原子能

委員會

核能研

究所 

200,000 

劉怡均 

102 年度人員生物劑

量臨床試驗申請與染

色體分析勞務案(標

案) 

(產學合作計畫) 

主持人 

2013/5 
至 

2013/1
1 

行政院

原子能

委員會

核能研

究所 

208,000 

劉怡均 

痕跡恐懼訓練後

MeCP2 磷酸化程度對

記憶形成之影響 

(研究效益獎勵專案

主持人 
2013/8 
至 

2014/7 

慈濟基

金會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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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顏瑞鴻 

橘皮類黃酮衍生物

Gardenin A 影響神經

細胞分化之研究 

(研究效益獎勵專案

計畫) 

主持人 
2012/8 
至 

2013/7 

慈濟基

金會 
100,000 

顏瑞鴻 

橘皮黃酮 3 ,4 

-didemethylnobiletin(

DTF)影響 PC12 細胞

神經突出分枝之研究 

(研究效益獎勵專案

計畫) 

主持人 
2013/8 
至 

2014/7 

慈濟基

金會 
100,000 

王文柄 

Delta 配體以及

Notch 訊息下游基因

在控制斑馬魚腸道細

胞分化所扮演的角色 

(校內個人型研究計

畫) 

主持人 

2012/1
0 
至 

2013/9 

慈濟大

學 
300,000 

王文柄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Fgf) signaling 

pathway regulates 

liver homeostasis in 

zebrafish. 

(研究效益獎勵專案

計畫) 

主持人 
2012/8 
至 

2013/7 

慈濟基

金會 
200,000 

孫德珊 

登革病毒套膜蛋白和

抗甲型非結構蛋白在

抑制血小板生成所扮

演的角色 

TCIRP101001-03Y1 

TCIRP101001-03Y2 

(校內整合型計畫) 

主持人 
2012/8 
至 

2014/7 

慈濟基

金會 
1,100,000 

孫德珊 

正常紅血球生成之細

胞標記表現 

(TCRD101-40) 

(TCRD102-61) 

共同主

持人 

2012/1 
至 

2013/1
2 

慈濟醫

院 
400,000 

靖永皓 
利用癲癇基因替換小

鼠篩選新型藥物：臨
協同主 2012/1 國科 9,59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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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前試驗 持人 至 

2013/1
2 

會、經濟

部、衛生

署與原

能會 

靖永皓 

(Cad)基因突變導致同

型合子小鼠早期胚胎

致死 

(校內個人型研究計

畫) 

主持人 

2012/1 

至 

2013/9 

慈濟大

學 
261,000 

 

附件 4.1.2-6  碩士班學生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記錄及國際交流記錄 (101學年) 

教師姓名 論文名稱 作者 研討會名稱及地點 慈大學生參與

(系所) 

口頭報告或

看板論文 

顏瑞鴻 

 

Cytoprotective 

effect of fisetin on 

the 

hypoxia-induced 

cell death in PC12 

cells 

Ho YR (何

怡儒), Yen 

JH* 
 

The 28
th 

Joint 

Annual Conference 

of Biomedical 

Science (Taipei, 

Taiwan) 

 

何怡儒 

(分遺碩班) 

看板論文 

顏瑞鴻 The neurotrophic 

action of a dietary 

flavonoid: 

luteolin induces 

microRNA-132 

expression and 

modulates neurite 

outgrowth in 

PC12 cells 

Lin LF (林

蓮芳), Chiu 

SP (邱思

萍), Wu MJ, 

Chen PY 

(陳佩怡), 

Yen JH* 

慈濟大學一百零二

年度學術研討會 

 

林蓮芳 

(分遺碩班) 

邱思萍 

(分遺碩班) 

陳佩怡 

(醫科所) 

口頭報告 

顏瑞鴻 

 

Curcumin 

decreases PCSK9 

gene expression 

via regulation of 

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 1α 

(HNF1α) in 

HepG2 cells 

Tai MH (戴

米雪), 

Huang SL 

(黃紹藍), 

Chen PY 

(陳佩怡), 

Wu MJ, Ho 

CT, Yen 

JH* 

Pharma-Nutrition 

2013 (Singapore) 
戴米雪 

(分遺碩班) 

黃紹藍 

(分遺碩班) 

陳佩怡 

(醫科所) 

看板論文 

 

獲得 Best 

Poster 

Prize 

孫德珊 

張新侯 

Potential roles of 

genes (NFIX and 

ZFP36L1) 

associated with 

megakaryocytic 

differentiation. 

 

Li J (李冠

頡), Chang 

HH, Chen 

PK (諶伯

綱), Kau 

KH, Huang 

HH, Hsu 

HL, Liao 

The 28
th 

Joint 

Annual Conference 

of Biomedical 

Science (Taipei, 

Taiwan) 

李冠頡 

(分遺碩班) 

諶伯綱 

(醫科所) 

看板論文 

 

獲優良壁

報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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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and 

Sun DS* 

孫德珊 

 

Roles of Dengue 

envelop protein 

on 

megakaryopoiesis 

suppression. 

 

Lin GL (林

冠伶), Chan 

H (詹昊), 

Chen PK 

(諶伯綱), 

Wu JC (吳

振誠), and 

Sun DS* 

慈濟大學一百零二

年度學術研討會 

 

林冠伶 

(醫科所) 

詹昊 

(醫科所) 

諶伯綱 

(醫科所) 

吳振誠 

(分遺碩班) 

口頭報告 

孫德珊 

張新侯 

 

Potential roles of 

genes (NFIX and 

ZFP36L1) 

associated with 

megakaryocytic 

differentiation. 

Li J (李冠

頡), Chang 

HH, Chen 

PK (諶伯

綱), Kau 

KH, Huang 

HH, Hsu 

HL, Liao 

CY, and 

Sun DS* 

慈濟大學一百零二

年度學術研討會 

 

李冠頡 

(分遺碩班) 

諶伯綱 

(醫科所) 

看板論文 

 

孫德珊 

張新侯 

 

Potential roles of 

genes (NFIX and 

ZFP36L1) 

associated with 

megakaryocytic 

differentiation. 

Li J (李冠

頡), Chang 

HH, Chen 

PK (諶伯

綱), Kau 

KH, Huang 

HH, Hsu 

HL, Liao 

CY, and 

Sun DS* 

慈濟東華兩校三系

學術交流研討會 

李冠頡 

(分遺碩班) 

諶伯綱 

(醫科所) 

看板論文 

 

曾若嘉 The alteration 

analysis of HBP1 

genes in NSCLC.  

 

Wu PC (巫

佩蓁), Lin 

SF, Huang 

WR, Wang 

YC and 

Tseng RC*  
 

Asia-Pacific 

Congress on Virus 

Related 

Malignancie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1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巫佩蓁 

(分遺碩班) 

 

看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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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瑞鴻老師的研究生戴米雪 參加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學會國際期刊舉辦之 Food and Functio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獲得 Best Poster Prize(201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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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德珊老師的研究生李冠頡 參加第二十八屆生物醫學聯合會 獲得優良壁報論文獎(2013/03/23) 

 

附件 4.1.2-7 碩士班學生研究著作資料表 (101-102 學年) 

4.1.2-7. A 碩士班學生研究著作資料表 (101 學年) 

教師姓名 論文名稱 作者 期刊 慈大參與學生 

劉怡均 
Retrieval of 

context-associate

d memory is 

dependent on the 

Cav3.2 T-type 

calcium channel 

Chen CC, Shen JW 

(沈哲緯), Chung 

NC (鍾妮均), Min 

MY, Cheng SJ, Liu 

IY* 

PLoS One 

7(1): e29384, 

2012. (Impact 

factor: 3.73; 

Ranking: 7/56) 

沈哲緯 

(分遺碩班) 

鍾妮均 

(分遺碩班) 

劉怡均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spontaneous 

47,XX,+21/46,X

Y chimeric fetus 

with male genitali 

Lee KF (李桂芳), 

Hsu CS, Kuo PL, 

Chen JL (陳景亮), 

Jiang YH, Liu IY* 

BMC Medical 

Genetics 

13:85, 2012. 

(Impact factor: 

2.536; 

Ranking: 

83/161) 

李桂芳 

(醫科所) 

陳景亮 

(分遺碩班) 

劉怡均 In vivo 

knockdown of 

hippocampal 

miR-132 

expression 

impairs memory 

acquisition of 

trace fear 

conditioning 

Wang RY (王若

羽), Phang RZ (彭

睿哲), Hsu PH (許

佩萱), Wang WH 

(王韋樺), Huang 

HT, Liu IY* 

Hippocampus 

23(7):625-33, 

2013. 

(Impact factor: 

5.492; 

Ranking: 

36/252) 

王若羽 

(分遺碩班) 

彭睿哲 

(分遺碩班) 

許佩萱 

(分遺碩班) 

王韋樺 

(分遺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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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瑞鴻 Luteolin induces 

microRNA-132 

expression and 

modulates neurite 

outgrowth in 

PC12 cells. 

Lin LF(林蓮芳), 

Chiu SP(邱思萍), 

Wu MJ, Chen PY, 

Yen JH* 

PLoS One 

7: e43304, 

2012. (Impact 

factor: 3.73; 

Ranking: 7/56) 

林蓮芳 

(分遺碩班) 

邱思萍 

(分遺碩班) 

孫德珊 

張新侯 
Suppressive 

effects of anthrax 

lethal toxin on 

megakaryopoiesis 

 

Chen PK (諶伯綱), 

Chang HH, Lin 

GL (林冠伶), 

Wang TP (王宗葆), 

Lai YL (賴怡伶), 

Lin TK  (林鼎凱), 

Hsieh MC, Kau JH, 

Huang HH,  Hsu 

HL, Liao CY, Sun 

DS* 

PLoS One 

8(3), e59512, 

2013. (Impact 

factor: 3.73; 

Ranking: 7/56) 

 

諶伯綱 

(醫科所) 

林冠伶 

(醫科所) 

王宗葆 

(分遺碩班) 

賴怡伶 

(分遺碩班) 

林鼎凱 

(分遺碩班) 

 

 

4.1.2-7. B 碩士班學生研究著作資料表 (102 學年) 

教師姓名 論文名稱 作者 期刊 慈大參與學生 

劉怡均 

顏瑞鴻 

Sex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ive 

warfarin dosage in 

Han and aboriginal 

Taiwanese patients 

with the 

VKORC1-1639AA 

genotype.  

Lieu CL (劉翠

蘭), Yen JH, 

Liu AB, Liu 

IY* 

Tzu Chi 

Medical 

Journal 25(4): 

213-217, 2013. 

(non-SCI) 

劉翠蘭 

(分遺碩班) 

顏瑞鴻 Neurotrophic 

Action of 

5-Hydroxylated 

Polymethoxyflavon

es: 

5-Demethylnobileti

n and Gardenin A 

Stimulate 

Neuritogenesis in 

PC12 Cells 

Chiu SP (邱思

萍), Wu MJ, 

Chen PY  (陳

佩怡), Ho YR 

(何怡儒), Tai 

MH (戴米雪), 

Ho CT, Yen 

JH*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61, 9453-9463, 

2013. (Impact 

factor: 2.906; 

Ranking: 1/57) 

邱思萍 

(分遺碩班) 

陳佩怡 

(醫科所) 

何怡儒 

(分遺碩班) 

戴米雪 

(分遺碩班) 

孫德珊 

張新侯 
Erythropoiesis 

sup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anthrax lethal 

toxin-mediated 

pathogenic 

progression 

Chang HH, 

Wang TP (王宗

葆), Chen PK 

(諶伯綱), Lin 

YY (林祐延), 

Chih-Hsien Liao 

(廖致嫻), Lin 

PLoS One 

8(8), e71718, 

2013. (Impact 

factor: 3.73; 

Ranking: 7/56) 

王宗葆 

(分遺碩班) 

諶伯綱 

(醫科所) 

林祐延 

(醫科所) 

廖致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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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 (林鼎凱), 

Chiang YW (姜

雅文), Lin WB 

(林文彬), 

Chiang CY (姜

智育), Kau JH, 

Huang HH, Hsu 

HL, Liao CY, 

Sun DS* 

(分遺碩班) 

林鼎凱 

(分遺碩班) 

姜雅文 

(分遺碩班) 

林文彬 

(分遺碩班) 

姜智育 

(分遺碩班) 

孫德珊 

張新侯 

Application of flow 

cytometry for 

demonstrating 

normal 

erythropoiesis 

pattern in human 

bone marrow. 

Chen CC (陳長

親), Chu SC, 

Lin TY, Chang 

HH, and Sun 

DS* 

J Biomed. Lab. 

Sci. 25 (4), 

111-119, 2013. 

(non-SCI) 

陳長親 

(分遺碩班) 

 

孫德珊 

張新侯 

 

Cell Adhesion as a 

Novel Approach to 

Determining the 

Cellular Binding 

Motif on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Spike 

Protein 

Chang HH, 

Chen PK (諶伯

綱), Lin GL (林

冠伶), 

Wang CJ (王俊

仁), Liao CH 

(廖致嫻), Hsiao 

YC (蕭又誠), 

Dong JH (董靜

華), Sun DS* 

J Virological 

Method 201, 

1-6, 2014. 

(Impact factor: 

1.9; Ranking: 

86/160) 

諶伯綱 

(醫科所) 

林冠伶 

(醫科所) 

王俊仁 

(生科系) 

廖致嫻 

(分遺碩班) 

蕭又誠 

(分遺碩班) 

董靜華 

(分遺碩班) 

 

 

 

附件 4.1.2-8  碩士班學生畢業論文題目及指導教授 

學年 
碩士班

學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101 

白仲勤 
The Effect of Palmitic Acid Methyl Ester on 

Development of the Mouse Mammary Gland  
曾英傑 

許佩萱 
Effects of coral-origin drugs on formation of fear 

memory  
劉怡均 

翁銘晟 
Molecular cloning and functional study of acid 

alpha-glucosidase L291P mutation in Pompe disease  
溫秉祥 

陳仁毅 
Potential roles of Genes (KLF1, KLF13 and E2F2) 

associated with Erythrocytic Differentiation  
孫德珊 

蘇尹正 
Chromosomal analysis of patien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or mental retardation  
陳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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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植 
Cytotoxic effects of kinetin riboside on Breast cancer 

cells  
張芝瑞 

何怡儒 
Cytoprotective effect of fisetin on the hypoxia-induced 

cell death in PC12 cells  
顏瑞鴻 

李冠頡 
Potential roles of genes (NFIX and ZFP36L1) associated 

with megakaryocytic differentiation  
孫德珊 

102 吳孟熹 
The Protective Role of Nanodiamonds in UVB-induced 

Skin Damage 
張新侯 

 

附件 4.1.2-9  本所專任教師指導醫科所博士班一覽表 

學年 博士班學生 指導教授 

101 

陳佩怡 陳紀雄 

詹昊 
張新侯 

林佑延  

劉大瑋 王文柄 

諶伯綱 孫德珊 

林冠伶 孫德珊 

林玨羽 曾英傑 

102 

詹昊 

張新侯 林佑延  

洪世哲 

林冠伶 孫德珊 

林玨羽 曾英傑 

 
林翠娟 曾若嘉 

 

 

 

 

附件 4.1.2-10 博士班學生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記錄及國際交流記錄 (101-102學年) 

4.1.2-10. A 博士班學生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記錄及國際交流記錄 (101學年) 

教師姓

名 

論文名稱 作者 研討會名稱及地

點 

慈大學生參

與(系所) 

口頭報告

或看板論

文 

顏瑞鴻 The neurotrophic 

action of a dietary 

flavonoid: 

luteolin induces 

microRNA-132 

expression and 

modulates neurite 

outgrowth in 

Lin LF (林

蓮芳), Chiu 

SP (邱思

萍), Wu MJ, 

Chen PY 

(陳佩怡), 

Yen JH* 

慈濟大學一百零二

年度學術研討會 

 

林蓮芳 

(分遺碩班) 

邱思萍 

(分遺碩班) 

陳佩怡 

(醫科所) 

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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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12 cells 

顏瑞鴻 

 

Curcumin 

decreases PCSK9 

gene expression 

via regulation of 

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 1α 

(HNF1α) in 

HepG2 cells 

Tai MH (戴

米雪), 

Huang SL 

(黃紹藍), 

Chen PY 

(陳佩怡), 

Wu MJ, Ho 

CT, Yen 

JH* 

Pharma-Nutrition 

2013 (Singapore) 
戴米雪 

(分遺碩班) 

黃紹藍 

(分遺碩班) 

陳佩怡 

(醫科所) 

看板論文 

 

獲得 Best 

Poster 

Prize 

王文柄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and Notch 

signaling regulate 

intestinal cell 

differentiation in 

zebrafish 

Liu DW (劉

大瑋), Fu 

JW, Tsai 

SM (蔡夙

美), Wang 

WP* 

Asia-Pacific 

Developmental 

Biology Conference 

(Taipei, Taiwan) 

 

劉大瑋 

(醫科所) 

蔡夙美 

(醫科所) 

看板論文 

孫德珊 

張新侯 

Potential roles of 

BHLHB2, 

DACH1, and 

RBP5 genes in 

megakaryocytic 

differentiation. 

Lin GL(林

冠伶), 

Chang 
HH, Chen 

PK (諶伯

綱), Kau 

JH, Huang 

HH, Hsu 

HL, Liao 

CY and 

Sun DS* 

2012東區三校轉

譯醫學聯合研討

會暨慈濟大學師

生學術日. 

林冠伶 

(醫科所) 

諶伯綱 

(醫科所) 

口頭報告 

 

獲銅牌獎 

孫德珊 

張新侯 

Potential roles of 

genes (NFIX and 

ZFP36L1) 

associated with 

megakaryocytic 

differentiation. 

 

Li J (李冠

頡), Chang 

HH, Chen 

PK (諶伯

綱), Kau 

KH, Huang 

HH, Hsu 

HL, Liao 

CY, and 

Sun DS* 

The 28
th 

Joint 

Annual Conference 

of Biomedical 

Science (Taipei, 

Taiwan) 

李冠頡 

(分遺碩班) 

諶伯綱 

(醫科所) 

看板論文 

 

獲優良壁

報論文獎 
 

孫德珊 

 

Roles of Dengue 

envelop protein 

on 

megakaryopoiesis 

suppression. 

 

Lin GL (林

冠伶), Chan 

H (詹昊), 

Chen PK 

(諶伯綱), 

Wu JC (吳

振誠), and 

Sun DS* 

慈濟大學一百零二

年度學術研討會 

 

林冠伶 

(醫科所) 

詹昊 

(醫科所) 

諶伯綱 

(醫科所) 

吳振誠 

(分遺碩班) 

口頭報告 



- 102 - 

孫德珊 

張新侯 

 

Potential roles of 

genes (NFIX and 

ZFP36L1) 

associated with 

megakaryocytic 

differentiation. 

Li J (李冠

頡), Chang 

HH, Chen 

PK (諶伯

綱), Kau 

KH, Huang 

HH, Hsu 

HL, Liao 

CY, and 

Sun DS* 

慈濟大學一百零二

年度學術研討會 

 

李冠頡 

(分遺碩班) 

諶伯綱 

(醫科所) 

看板論文 

 

孫德珊 

張新侯 

 

Potential roles of 

genes (NFIX and 

ZFP36L1) 

associated with 

megakaryocytic 

differentiation. 

Li J (李冠

頡), Chang 

HH, Chen 

PK (諶伯

綱), Kau 

KH, Huang 

HH, Hsu 

HL, Liao 

CY, and 

Sun DS* 

慈濟東華兩校三系

學術交流研討會 

李冠頡 

(分遺碩班) 

諶伯綱 

(醫科所) 

看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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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德珊老師的研究生林冠伶 參加慈濟大學師生學術日學術研討會論文競賽 獲得銅牌獎(2012/10/18) 

 

4.1.2-10. B 博士班學生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記錄及國際交流記錄 (102學年) 

教師姓名 論文名稱 作者 研討會名稱及地點 慈大學生參與

(系所) 

口頭報告或

看板論文 

孫德珊 

張新侯 

Suppressive 

effect of dengue 

virus envelope 

domain III 

protein 

(DenEIII) on 

megakaryopoies 

Lin GL (林冠

伶), Chang 

HH, Chen 

PK (諶伯綱), 

Chan H (詹

昊), Liao CY, 

and Sun DS* 

2013年慈濟大學師

生學術日暨陳紀雄

教授榮退學術研討

會 

林冠伶 

(醫科所) 

諶伯綱 

(醫科所) 

詹昊 

(醫科所) 

口頭報告 

 

獲銀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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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德珊老師的研究生林冠伶 參加慈濟大學師生學術日暨陳紀雄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 獲得銀牌獎

(2013/11/21) 

 

附件 4.1.2-11 博士班學生研究著作資料表 (101-102 學年) 

4.1.2-11. A 博士班學生研究著作資料表 (101 學年) 

教師姓名 論文名稱 作者 期刊 慈大參與學生 

張新侯 
Platelets in 

inflammation and 

immune 

modulations: 

functions beyond 

hemostasis 

 

Huang HS 

(黃玄舜) and 

Chang HH 

Archivum 

Immunologiae 

et Therapiae 

Experimentalis 

60(6):443-51, 

2012 (Invited 

review) (Impact 

factor: 2.378; 

Ranking: 

90/137) 

黃玄舜  

(醫科所) 

張新侯  

孫德珊 

Activated protein 

C ameliorates 

Bacillus anthracis 

lethal 

toxin-induced 

lethal 

pathogenesis in 

rats. 

Kau JH, Shih 

YL, Lien TS, 

Lee CC, 

Huang HH 

(黃玄舜), Lin 

HC, Sun 

DS*, Chang 

HH* 

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 21, 

19:98, 2012. 

(Impact factor: 

2.458; Ranking: 

57/121). 

黃玄舜  

(醫科所) 



- 105 - 

劉怡均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spontaneous 

47,XX,+21/46,X

Y chimeric fetus 

with male genitali 

Lee KF (李

桂芳), Hsu 

CS, Kuo PL, 

Chen JL (陳

景亮), Jiang 

YH, Liu IY* 

BMC Medical 

Genetics 

13:85, 2012. 

(Impact factor: 

2.536; Ranking: 

83/161) 

李桂芳 

(醫科所) 

陳景亮 

(分遺碩班) 

王文柄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c Signaling Is 

Required for 

Intestinal Cell 

Differentiation in 

Zebrafish 

Liu DW(劉

大瑋), Tsai 

SM (蔡夙

美), Lin BF, 

Jiang YJ, 

Wang WP* 

PLoS One 8(3): 

e58310, 2013. 

(Impact factor: 

3.73; Ranking: 

7/56) 

劉大瑋 

(醫科所) 

蔡夙美 

(醫科所) 

 

王文柄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Fgf) 

signaling pathway 

regulates liver 

homeostasis in 

zebrafish 

Tsai SM(蔡

夙美), Liu 

DW (劉大

瑋), Wang 

WP*   

Transgenic 

Research  

22(2):301-314, 

2013. (Impact 

factor: 2.609; 

Ranking: 

56/160) 

蔡夙美 

(醫科所) 

劉大瑋 

(醫科所) 

 

孫德珊 

張新侯 
Suppressive 

effects of anthrax 

lethal toxin on 

megakaryopoiesis 

 

Chen PK (諶

伯綱), 

Chang HH, 

Lin GL (林冠

伶), Wang TP 

(王宗葆), Lai 

YL (賴怡伶), 

Lin TK  (林

鼎凱), Hsieh 

MC, Kau JH, 

Huang HH,  

Hsu HL, Liao 

CY, Sun DS* 

PLoS One 

8(3), e59512, 

2013. (Impact 

factor: 3.73; 

Ranking: 7/56) 

 

諶伯綱 

(醫科所) 

林冠伶 

(醫科所) 

王宗葆 

(分遺碩班) 

賴怡伶 

(分遺碩班) 

林鼎凱 

(分遺碩班) 

 

張芝瑞 

 
Kalanchoe 

tubiflora extract 

inhibits cell 

proliferation by 

affecting the 

mitotic apparatus 

Hsieh YJ, 

Yang MY (楊

明瞱), Leu 

YL, Chen CP, 

Wan CF, 

Chang MY, 

Chang CJ 

BMC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12(1):149, 2012. 

(Impact factor: 

2.082; Ranking: 

7/22) 

楊明瞱 

(醫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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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1. B 博士班學生研究著作資料表 (102 學年) 

教師姓名 論文名稱 作者 期刊 慈大參與學生 

張新侯 

孫德珊 

 

Antibacterial 

performance of 

nanoscaled 

visible-light 

responsive 

platinum-containi

ng titania 

photocatalyst in 

vitro and in vivo 

Tseng YH, 

Sun DS, Wu 

WS, Chan H 

(詹昊), Syue 

MS, Ho HC, 

Chang HH*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General 

Subjects 

1830, 

3787-3795, 

2013. (Impact 

factor: 3.848; 

Ranking: 15/72) 

詹昊 

(醫科所) 

張新侯 

 
Alteration of the 

phenotypic and 

pathogenic 

patterns of 

Burkholderia 

pseudomallei that 

persist in a soil 

environment 

 

Chen YS, 

Shieh WJ, 

Goldsmith C, 

Metcalfe M, 

Greer P, Zaki 

S, Chang 

HH, Chan H 

(詹昊), Chen 

YL* 

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90 (3), 467-479, 

2014. (Impact 

factor: 2.534; 

Ranking: 5/22) 

詹昊 

(醫科所) 

陳紀雄 

顏瑞鴻 

Down-Regulation 

of the Oncogene 

PTTG1 via the 

KLF6 Tumor 

Suppressor during 

Induction of 

Myeloid 

Differentiation 

Chen PY (陳

佩怡), Yen 

JH, Kao RH, 

Chen JH* 

PLoS One 8 (8): 

e71812, 2013. 

(Impact factor: 

3.73; Ranking: 

7/56) 

陳佩怡 

(醫科所) 

孫德珊 

張新侯 
Erythropoiesis 

sup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anthrax lethal 

toxin-mediated 

pathogenic 

progression 

 

Chang HH, 

Wang TP (王

宗葆), Chen 

PK (諶伯綱), 

Lin YY (林祐

延), Liao CH 

(廖致嫻), Lin 

TK (林鼎凱), 

Chiang YW 

(姜雅文), Lin 

WB (林文

彬), Chiang 

CY (姜智育), 

Kau JH, 

Huang HH, 

Hsu HL, Liao 

PLoS One 8(8), 

e71718, 2013. 

(Impact factor: 

3.73; Ranking: 

7/56) 

王宗葆 

(分遺碩班) 

諶伯綱 

(醫科所) 

林祐延 

(醫科所) 

廖致嫻 

(分遺碩班) 

林鼎凱 

(分遺碩班) 

姜雅文 

(分遺碩班) 

林文彬 

(分遺碩班) 

姜智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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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Sun DS* (分遺碩班) 

 

孫德珊 

張新侯 

 

Cell Adhesion as 

a Novel Approach 

to Determining 

the Cellular 

Binding Motif on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Spike Protein 

Chang HH, 

Chen PK (諶

伯綱), Lin 

GL (林冠伶), 

Wang CJ (王

俊仁), Liao 

CH (廖致嫻), 

Hsiao YC (蕭

又誠), Dong 

JH (董靜華), 

Sun DS* 

J Virological 

Methods 201, 

1-6, 2014. 

(Impact factor: 

1.9; Ranking: 

86/160) 

諶伯綱 

(醫科所) 

林冠伶 

(醫科所) 

王俊仁 

(生科系) 

廖致嫻 

(分遺碩班) 

蕭又誠 

(分遺碩班) 

董靜華 

(分遺碩班) 

 

附件 4.1.2-12 博士班學生畢業論文題目及指導教授 
學

年 

博士班

學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101 

諶伯綱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athogenic effects of anthrax 

lethal toxin on megakaryopoiesis 
孫德珊 

劉大瑋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c signaling 

regulates left-right asymmetry and intestinal cell 

differentiation during development in zebrafish 

王文柄 

102 陳佩怡 
Regulation of human PTTG1 gene in myeloid cell 

differentiation 
陳紀雄 

 

附件 4.2.2-1 教師校內服務表現 

教師 服務表現 

張新侯 

98級導師 

102/分遺系碩一導師 

生命科學院院長  

101/主管會報/委員 

招生委員會/委員 

系 院 校教評會/委員 

教師評鑑委員會/委員 

教務會議/委員 

教資中心執行委員會會議/委員 

智慧財產權評量委員會/委員 

系 院 校課規會/委員 

輻射防護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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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導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職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召集人 

102學年教傳院教評會/生科院教評會 

102學年度學生事務會議委員 

102 學年度慈濟志業體發展策進會/委員 

102 學年度醫療志業醫學教育暨研究管理委員會/委員 

劉怡均 

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教師專業組組長 (101學年)  

101級導師  

101學年度院教評會委員 

101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 

台灣輻射安全促進會常務監事  

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委員  

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 

生命科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會議員  

校務會議代表 

創新教學計畫審查委員  

優良教學助理遴選委員會審查委員  

102學年校教評會  

102學年度服務學習推動委員會  

101~102學年度校務會議委員  

共同教育處主任 

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英語教學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 

顏瑞鴻 

私醫聯招轉學考命題委員  

100級導師  

教務處課務組組長(101學年)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委員(101學年) 

校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101學年) 

原住民學生學習暨生活關懷委員會委員(101學年) 

共同教育委員會委員(101學年) 

共同教育處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101學年) 

化學及有機化學教學小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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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2學年度校務會議委員  

教務處註冊組組長(102學年)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102學年) 

生命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102學年)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102學年) 

王文柄 

 101級導師  

101學年度/生命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101學年度/第二屆慈濟大學校友會獎學金遴選委員會委員 

孫德珊 

98級導師 

生物技術學程/委員 

102級導師  

共同教育委員會  

校課規會  

教師申訴委員會 

101學年度/工讀助學金審核委員會/委員 

張芝瑞 102級導師  

曾英傑 

98級導師 

輻射委員會  

觸愛團契/指導老師 

動物中心使用者委員會/委員 

輻射防護委員會/委員 

溫秉祥 

優良TA遴選委員會議委員  

101級導師  

教師專業諮詢小組委員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會議委員  

學生事務會議委員  

諮商中心諮商委員會委員  

創新教學計畫審查委員  

102第四屆關懷互助基金管理委員會  

102校外實習委員會  

102學生獎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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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校園安全暨緊急應變委員會  

國際學生會/指導老師 

林明德 

100級導師  

慈濟醫院動物倫理委員會  

優良導師遴選委員會  

教學評鑑委員會  

曾若嘉 

分遺系職涯種子教師 

100級導師 

102年度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靖永皓 

102級導師  

慈濟醫院動物倫理委員會  

圖書館委員會委員 

教師專業組組長 

慈濟醫院動物倫理委院會委員 

黃舜平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100級導師 

醫學系96級導師 

學生實習委員會委員 

 

附件 4.2.2-2 教師受邀演講 (含校內外研習會、演講) 

日期 姓名 邀請單位 活動名稱 講題 地點 

101/9/08 張新侯 
慈濟大學醫

科所 
 

可見光反應性光觸媒

的抗病原菌應用 
 

102/1/11 張新侯 

長庚大學生

物醫學研究

所 

 

Regulation of 

dendritic cell on 

platelets 

 

103/4/11 張新侯 
國防醫學大

學微免所 
 

Gene knockout 

approach on the study 

of cross-talks between 

platelet and immun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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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6 張新侯 
中研院生醫

所 

Joint Symposium of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 

Buddhist Tzu Chi 

General Hospital and 

Tzu Chi University; 

Tzu Chi General 

Hospital 

The Dendritic Cell 

Regulation on 

Platelets 

花蓮慈濟醫

院 

101/11/06 劉怡均 台灣大學  The gateway to memory retrieval- investigation on the Cav3.2 T-type calcium channel. 

The gateway to 

memory retrieval- 

investigation on the 

Cav3.2 T-type 

calcium channel. 

 

102/03/06 劉怡均 
中研院生醫

所 

Joint Symposium of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 

Buddhist Tzu Chi 

General Hospital and 

Tzu Chi University; 

Tzu Chi General 

Hospital 

The Gateway to 

Retrieval of 

Contextual Memory:  

Behavioral 

Phenotyping of The 

Cav3.2 T-type 

Calcium Channel 

Gene Knockout Mice 

花蓮慈濟醫

院 

102/04/01 劉怡均 玉里高中 
大學部招生宣導活

動 

介紹分遺系發展現況

及特色 
玉里高中 

102/05/02  劉怡均 
中山醫學大

學  
 

The gateway to 

memory The gateway to memory retrieval- genetic study of cognitive function. The gateway to memory retrieval- genetic study of cognitive function. The gateway to memory retrieval- genetic study of cognitive function. The gateway to memory 

retrieval- genetic 

study of cogni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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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5/03 劉怡均 東華大學 東華大學 東華大學 
慈濟東華二校三系

學術交流研討會 

The role of Cav3.2 

T-type calcium 

channel-dependent 

signalings in 

formation of fear 

memory-from 

molecules to behavior 

 

101/12/19 顏瑞鴻 
台東高中 

台東女中 

大學部招生宣導活

動 

介紹分遺系發展現況

及特色 

台東高中 

台東女中 

102/7/16-

19 
王文柄 青島  

The effects of 

fibrobast growth 

factor signaling on 

liver homestasis and 

regeneration.  

 

101/9/8 王文柄 慈濟大學 
東區三校轉譯醫學

聯合研討會 

The effects of 

fibrobast growth 

factor signaling on 

liver homestasis 

 

101/10/24 孫德珊 
慈濟技術學

院 

碩士班招生宣導活

動 

介紹分遺碩士班發展

現況及特色 

慈濟技術學

院 

102/03/05 孫德珊 花蓮女中 
大學部招生宣導座

談會 

介紹分遺系發展現況

及特色 
花蓮女中 

101/11/28 張芝瑞 
慈濟技術學

院 

碩士班招生宣導活

動 

介紹分遺碩士班課

程、研究特色及未來

出路 

慈濟技術學

院 

101/9/8 曾英傑 慈濟大學 
東區三校轉譯醫學

聯合研討會 

S100A8 in breast 

cancer of a transgenic 

mouse model 

expressing SV40 

tumor antigens 

 

102/10/05 曾英傑 吉安鄉  中草藥丹蔘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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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3/18 靖永皓  生醫年會  

Mutation of the 

carbamoyl-phosphate 

synthetase 2 (Cad ) 

leads to embryonic 

lethality in mouse 

 

101/03/23 靖永皓 東華大學  
Mouse Genetics and 

Genomics 
 

101/06/07 靖永皓 慈濟醫院  

Using mouse as a 

model organism to 

study 

genetics of 

developmental defects 

 

101/06/15 靖永皓 台灣大學  
小鼠遺傳學簡介及實

驗-小鼠遺傳品質 
 

101/8/1 靖永皓 台灣大學  

Determination of 

Genotype of Mutant 

Animals 

 

102/8/26 靖永皓 
中央研究院

統計所 
 

Scn1a : Statistical 

QTL mapping 

methods for selective 

genotyping strategy 

 

102/11/29 曾若嘉 港明高中 
大學部招生宣導座

談會 
慈濟大學簡介  

102/05/02 黃舜平 
國立陽明大

學 
 

G-CSF provides 

autocrine protection 

for retinal ganglion 

cells after optic nerve 

crush injury 

 

102/11/05 黃舜平 振興醫院  

Visual Arrestin 1 基

因剔除小鼠感光細胞

退化之表現及機轉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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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2-3 教師主持國內外學術研討、座談會、專題講座主持人 

姓名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時間 地點 參與人數 

張新侯 

第三屆幹細胞及再生

醫學國際研討會暨

2012 年慈濟大學「生

物醫學、科技與人文」

研討會 

教育部顧問室 

慈濟大學 

花蓮慈濟醫學中

心研究部 

101/11/9~ 

101/11/10 

花蓮慈濟醫學中

心協力樓一樓協

力講堂 

250 

劉怡均 
慈濟東華二校三系學

術交流研討會 

東華大學生命科

學系暨生物技術

研究所 

102/05/03 
東華大學理工三

館階梯教室 
100 

 

附件 4.2.2-4 教師擔任各項計畫、獎項及學術刊物之評審 

姓名 主辦單位 
計畫 / 獎項 / 學術刊物名稱 (次

數) 

擔任評審/ 

審查/編輯

委員 

張新侯 

Nanomedicine-NBM Nanomedicine-NBM (4) Reviewer 

PLoS One PLoS One (3)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 

劉怡均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Behavioral Health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Behavioral Health Reviewer 

 
Brain Research Brain Research 

慈濟醫學雜誌 慈濟醫學雜誌 

台灣周產期醫學會 遺傳性疾病檢驗機構評核暨品質提

升計畫 

評核委員 

基因工程競賽大會 2012 iGEM ASIA  評審 

顏瑞鴻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2) 

Reviewer 

Journal of Pharmacy 

and Pharmacology 

Journal of Pharmacy and 

Pharmacology 

Journal of Neural Journal of Neural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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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ission 

FEBS letter FEBS letter (2) 

張芝瑞 

Advances in 

Biotechnological 

Research 

Advances in Biotechnological 

Research (2) 
Reviewer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Oncology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Oncology (2) 

MC-transaction on 

biotechnology 

MC-transaction on biotechnology (2)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Plants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Plants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溫秉祥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Editor 
Chinese Journal of 

Biology 

Chinese Journal of Biology 

Atherosclerosis Atherosclerosis  

Review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 (2) 

Journal of Critical 

Care 

Journal of Critical Care (2) 

BioMed Reasearch 

International 

BioMed Reasearch International 

慈濟醫學雜誌 慈濟醫學雜誌  

基因工程競賽大會 2013 國際基因工程競賽

（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 

Hong Kong 

評審 

林明德 

Journal of Applied 

Toxicology 

Journal of Applied Toxicology Reviewer 

台灣昆蟲 台灣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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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2-5 教師擔任校外口試委員 

姓名 期間 學校/系所 

張新侯 

101 學年度 2013 Jan/國立東華大學/應用物理系碩士班 

101 學年度 國立東華大學/應用物理系碩士班-1 

101 學年度 國立東華大學/應用物理系碩士班-2 

劉怡均 

101 學年度 中興大學／碩士班口試委員 

101 學年度 台灣大學／碩士班口試委員 

102 學年度 台灣大學／碩士班口試委員 

顏瑞鴻 101 學年度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碩士班口試委員 

林明德 101 學年度 台灣大學/昆蟲學系 

靖永皓 101 學年度 台灣大學農藝研究所/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委員  

 

附件 4.2.2-6 教師參與學會情形 

姓名 學會職務 

張新侯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會員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Cell Biology 

劉怡均 

台灣輻射安全促進會/常務監事 

中華民國基礎神經科學會/年度會議籌備委員 

週產期醫學會/產前細胞遺傳檢驗室審查委員 

人類遺傳學會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北二區新進教師研習營/總召集人 

顏瑞鴻 
美國化學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會員 

王文柄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會員 

孫德珊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會員 

台灣幹細胞學會/會員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Cell Biology 

曾英傑 
國科會生技類核心設施平台維運計畫 基因轉殖鼠核心設施使

用者委員會/委員 

林明德 發育生物學會/會員 

靖永皓 
台灣生化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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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會職務 

張新侯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會員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Cell Biology 

黃舜平 Taiwan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附件 4.2.2-7: 教師協助校內外辦理活動 

姓名 期間 活動 

張新侯 101/10/15 

2012 第三屆幹細胞及再生醫學國際研討

會暨 2012年慈濟大學「生物醫學、科技

與人文」研討會/organization committee 

張新侯 103/1 菲律賓海燕颱風賑災義賣/後勤支援 

王文柄 101/10 
Asia-Pacific Developmental Biology 

Conference 

王文柄 100/12, 102/12 台灣斑馬魚研討會壁報評審 

曾英傑 101/9/7 東區三校轉譯醫學聯合研討會/協辦 

曾英傑 101/10/15 

2012 第三屆幹細胞及再生醫學國際研討

會暨 2012年慈濟大學「生物醫學、科技

與人文」研討會/協辦 

溫秉祥 
2012/07/05-2012/07/2

0 

2012 讓愛川流不息 (慈濟大學海外自主

志工團) 

黃舜平 101/10/15 

2012 第三屆幹細胞及再生醫學國際研討

會暨 2012 年慈濟大學「生物醫學、科技

與人文」研討會/大會司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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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項目四改善策略附件一 

 
慈濟醫院的優生保健中心位於勤耕樓四樓本系所內 

 

 

方菊雄教授親自指導學生操作 kary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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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改善策略-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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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東華兩校三系學術交流研討會議程 

Dong Hwa and Tzu-chi Universities Mini-Symposium 

Advances in Biomedical and Biotechnology Research  

Agenda 

 

8:20-8:40 AM Registration 

8:40-8:50 AM Opening Remarks 

Section I Convener: 袁大鈞助理教授(東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8:50-9:40 AM Local interstitial delivery of z-butylidenephthalide by polymer wafers against 

malignant human gliomas 

 邱紫文教授(東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9:40-10:30 AM How Epstein-Barr Virus takes advantage of cellular factors to establish latency in B 

cells. 

 彭致文副教授(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 

10:30-10:50 AM Coffee Break 

Section II: Convener: 許榮欣副教授(東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10:50-11:40 AM MCT-1 oncogene promotes aneuploidy and tumorigenecity  

 徐欣伶副研究員(國家衛生研究院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  

11:40-12:30 PM The role of Cav3.2 T-type calcium channel-dependent signalings in formation of 

fear memory- from molecules to behavior 

(Cav3.2 T 型鈣離子通道在記憶形成之角色-從分子到行為研究) 

 劉怡均副教授(慈濟大學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2:30-1:00 PM Lunch Break 

1:00-2:30 PM  Poster Section 

Section III: Convener: 宣大衛教授 

2:30-3:20 PM Green chemistry - a key to bal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甘魯生教授(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3:20-4:10 PM Trichoderma harzianum L-amino acid oxidase biocontrol mechansim 

 彭國証副教授(東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4:10-4:30 PM 頒獎/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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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東華兩校三系學術交流研討會目錄 

 

目錄 - 119 - 

演講摘要  

1. Local interstitial delivery of z-butylidenephthalide by polymer wafers against malignant human 

gliomas  Tzyy-Wen Chiou 邱紫文  

2. How Epstein-Barr Virus takes advantage of cellular factors to establish latency in B cells  Chih-Wen 

Peng 彭致文  

3. MCT-1 oncogene promotes aneuploidy and tumorigenecity  Hsin Ling Hsu 徐欣伶  

4. The role of Cav3.2 T-type calcium channel-dependent signalings in formation of fear memory- 

from molecules to behavior Cav3.2 T 型鈣離子通道在記憶形成之角色-從分子到行為研究  

Ingrid Y Liu 劉怡均  

5. Green chemistry - a key to bal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ou-sing 

Kan 甘魯生 

6. Trichodermaharzianum L-amino acid oxidase biocontrol mechanism  Kou-Cheng Peng 彭國証 

 

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暨研究所海報摘要 

P1.  BPR0L075 透過自噬作用誘發細胞凋亡於 DNA-PK 調控之神經膠質瘤細胞   

廖恩琪 1
,陳炯東 2

,許盈亭 1
,謝宜芬 1

,蔡萩豫 1
,邱淑君 1  

P2. 移動蛋白 TGBp1 磷酸化對竹嵌紋病毒在菸草中複製及細胞間移動之影響   

王蘭蕙, 鄭綺萍 

P3.  EB 病毒的致病機轉中細胞內核仁蛋白 Nucleolin 對於 E B 病毒核抗原蛋白 1 所調節病毒基因

維持游離體功能是必需的角色   

劉政德 1
*, 陳雅琳 1

, 鄭綺萍 1
, 許豪仁 1

, 沈志隆 4
 ,邱淑君 1

, Bo Zhao
2
, Elliott Kieff

2
 , 

彭致文 1 

P4.  Src 與 PKC 參與輻射照射誘導乳癌細胞老化與未照射細胞之轉移與增生抑制   

謝宜芬 1
  黃耀輝 1

  游亦筑 1
  邱淑君 1, 2  

P5. 安全蛋白缺失之癌細胞於輻射照射後所引發之老化細胞其新陳代謝之改變   

蔡萩豫 1 游亦筑 1 邱淑君 1,2  

P6. 漆黃素誘發神經膠質瘤細胞凋亡藉由合併處理化療藥物增進之細胞毒殺性影響   

許盈亭 1＊
,
 廖恩琪 1

,
 謝宜芬 1

, 蔡萩豫 1 
,邱淑君 1＃  

P7. 以艾氏樹蛙探討小環境與食卵性對蝌蚪腸道菌相的影響   

許雅婷 1,2
, 張永欣 1

, 陳俊堯 1
, 楊育昌 3

, 何翰蓁 2  

P8. 五種共域蝌蚪腸道真細菌與古細菌群聚組成分析  張永欣, 陳俊堯  

 

慈濟大學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碩士班海報摘要 

P9. 激動素核苷對於乳癌細胞株的細胞毒性  李元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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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 分析基因（NFIX 和 ZFP36L1）在巨核細胞分化可能扮演的角色   

李冠頡 1
, 張新侯 1,2

, 諶伯綱 2
, 高治華 3

, 黃信憲 4
, 許蕙玲 4

, 廖基元 5
, 孫德珊 1,2 

P11. PKA/HA95 在 EB 病毒潛伏期感染扮演重要的抑制性調控角色   

陳葆光 1
*,劉政德 2

,彭致文 2  

P12. 泛自閉症障礙與智能障礙患者之染色體核型分析   

蘇尹正 1
,方菊雄 1#

,陳嘉祥 2,3,4#  

P12. 奈米鑽石對於紫外線引致之皮膚傷害的保護性角色   

吳孟熹 1
, 連德昇 1

, 諶伯綱 2
, 孫德珊 1,2

, 張新侯 1,2* 

P13.類黃酮 Fisetin 對 PC12 細胞低氧傷害下細胞保護機制之探討   

何怡儒, 顏瑞鴻  

 

東華大學生命科學系暨生物技術研究所海報摘要  

P14.以 STZ-NA 誘發糖尿病小鼠或基因轉殖肥胖小鼠模型 探討人類脂肪間質幹細胞於治療第二

型糖尿病之應用  黃琬婷 1＊，賈至敏 2，邱紫文 1  

P15.印度塔樹純化物(16-hydroxy-cleroda-3,13-dine-15,16-olide, HCD )抑制大腸癌細胞之機制探討   

鄭嘉惠 1
 賈宜琛 2 李佳洪 3

 黃國珍 4
 翁慶豐 5 

P16.牛樟芝子實體萃取物對於人類大腸結腸癌細胞株 caco-2 在活體實驗內凋亡機制之研究   趙

育樑 1
 吳宗正 2  

P17 牛樟芝子實體分離物對於人類前列腺癌細胞在細胞及動物實驗內凋亡機制之探討  羅宇浩 1
  

吳宗正 2  

P18 針對花蓮某地區型醫院臨床分離株 MRSA 與 MRSE 在新型抗生素感受性的比較   

郭芳韶 1 劉振倫 2 

P19 木黴菌酵成有機生物肥料之研究   

陳冠佑 1
  彭國証 2  

進一步探討 Tauroursodeoxycholate 聚集形成機制   

莊于慶 1
  劉振倫 2  

利用孔洞矽球奈米材料於抗病毒之應用  

張瑞庭 1
  黃國珍 2

  李佳洪 3  

牛樟芝子實體萃取物對於人類肝癌細胞株 HepG2 在活體實驗內凋亡機制之研究   

張力中 1
  吳宗正 2  

自天然物成份資料庫中虛擬篩選第五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劑   

林煥康＊
  宣大衛  

S6K1 促進口腔鱗狀上皮癌細胞之雄性素接受器磷酸化及生長能力   

洪佳鈺, 袁大鈞  

化合物 RbMe-A309 抗口腔纖維化之體外及體內研究   

邱郁涵 1*
, 韓鴻志 2

, 邱紫文 1  

印度塔樹純化物(16-hydroxy-cleroda-3,13-dine-15,16-olide, HCD )藉細胞自嗜作用抑制抗藥性之非

小細胞肺癌細胞及非小細胞肺癌細胞之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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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韋鈞 1 翁慶豐 2  

建立非放射性活體外 RNA 複製酶之檢測系統 分析日本腦炎病毒 sfRNA 生合成機制  朱建勲 1 

陳清漂 2  張瑞宜 1  

Chenodeoxycholic Acid 聚集體形成與 Sulfobutylether-β- cyclodextrin 平衡關係之原因分析  

蘇凱稘 1
   劉振倫 2  

日本樹蛙黑色素刺激素(MSH)和黑色素聚集激素(MCH)對性別二元色體色變化之影響 (研究計劃

書)   

林鷰汝 1
  翁慶豐 2  

探討南部群盤古蟾蜍之分布及其皮膚受環境之調節 (研究計畫書)   

陳居旨 1
  翁慶豐 2  

海洋天然物 Stellettin B 磁吸於中孔性二氧化矽奈米粒子之抗癌活性 (研究計畫書)  傅玉明 1 李

佳洪 2  

 

校園地圖  

 

附件 5.1.2-3: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系教評會)設置辦法 

慈濟大學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系教評會)設置辦法 
 

99 年 6 月 1 日 98 學年第 8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0 年 1 月 11 日 99 學年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 年 1 月 17 日 99 學年第 2 次生科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100 年 1 月 20 日 99 學年第 2 次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四章第十七條、「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任務與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相同。  

第三條  本會之委員共五人，委員中教授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其產生方式如下： 

一、當然委員：系主任兼召集人(當系主任升等時由其他委員推選召集人)。 

二、推選委員：由四人組成之，由本系專任教師自系內專任副教授(含)以上教師推選

擔任之。教授人數不足時，則經系務會議推舉校內外相關學術領域教

授，經院長推薦陳請校長圈選聘任之。推選委員出缺時，則依選舉票

數高低依次遞補。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條  委員任期以一年為原則(其聘期依行政考量另定之)，連選得連任。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次數，原則上配合本校生命科學院院評會與視本系所實際需求而定。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由其他人員代理。會議之召開需有全體委員二分之

一（含）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如有教師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及第八款之相關事項討論者，則應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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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經出席委員半數以上決議。 
        委員應充分討論通過與不通過之依據及理由，必要時得視事實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報

告或說明。決議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為之。 

第七條  本會在討論與委員本人及其有親屬、師生關係者之相關案件或高於其職級教師之升等時，

委員本人應予迴避，並不計入該審查案應出席委員人數。 

第八條 聘任及升等以教學、研究、服務（或行政輔導）之評分送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由委

員會審議，其各項評量標準之計算方式另定之。 

第九條  本系教師之聘任及升等應先經本會初審通過後，再送生命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第十條  本會開會時，應就決議事項中之具體事實評論詳載於會議紀錄，由召集人簽請生命科學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 

第十一條 本系教師如對本會評審結果有疑義者，得於收到評審決議通知後十日內（不含國定及例

假日）檢具資料向上一級提出書面申復，院或校級教評會應於收到申復文件二十日內

（不含國定及例假日）召開會議議決之。 

系（所）案件之申復以院教評會之決議為最後之決議，院級案件之申復以校教評會之

決議為最後之決議。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生命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5.1.2-4: 慈濟大學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自我評鑑辦法 

慈濟大學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自我評鑑辦法 

   

97 年 4 月 22 日所務會議通過  

99 年 6 月 1 日 98 學年第 8 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7 月  14 日 生 科 院 院 務 會 議 通 過   

100 年 1 月 11 日 99 學年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29 日 99 學年生命科學院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慈濟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及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大學 

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以建立本系自我評鑑與自我改善機制，定期檢視本系發展目標及策略，凝聚共識 

建立特色，以達循環改善有效提升本系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之目的。  

   

第三條  本系自我評鑑委員會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組成，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以進 

行自我評鑑之規劃、實施、執行與指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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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自我評鑑內容包含下列各項：  

       （1）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2）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3）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4）研究與專業表現  

       （5）畢業生表現  

       （6）其他  

   

第五條  自我評鑑之實施流程如下：  

（1）由召集人發起組成「自我評鑑委員會」，並依據本系自我評鑑實施計畫設計自我評鑑過程。  

（2）「自我評鑑委員會」應根據各評鑑項目成立評鑑工作小組，並選聘各「評鑑工作小組」成員，

評鑑工作小組依其評鑑項目內容及任務建立溝通聯繫與協調機制，並實際進行自我評鑑之輔

導與執行工作。  

（3）各「評鑑工作小組」就評鑑項目提出量化與質化資料，實際執行自我評鑑工作。  

（4）各「評鑑工作小組」經說明與討論之後，依據自我評鑑報告書格式撰寫自我評鑑報告。  

（5）「自我評鑑委員會」選聘實地訪評委員，參照自我評鑑報告進行實地訪視評鑑工作。  

（6）實地訪評委員就實地訪視單位之業務狀況與實際情形，提出訪評意見與改善建議。  

（7）各「評鑑工作小組」依據實地訪評之意見與改善建議，擬定具體改善計畫，由「自我評鑑委

員會」依據改善計畫進行管考工作。  

第六條  實地訪評委員人數應為三至六人，包含至少二位校外學者及一位業界專家，實地訪評委

員之專長背景須與本系學術領域相關或具該領域評鑑經驗者。  

   

第七條  自我評鑑之結果與資料，作為本系進行系務推動、教育品質改善與提升及校內外評鑑之

依據與參考。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5.2.2-1: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第一周期評鑑自我改善執行情形 

自我改善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 

對該系的未來發展規

劃，宜以更具體與明確

的方式，獲取更多諮詢

與建議，並形成共識

後，擬訂具體策略與行

動，做為未來系務運作

之依據。  

1.本系所已針對課程，教學，系務等問題對師生發出問卷，統計結果可

做為系所務運作參考。 

2.本所己於 99 學年度進行自我評鑑，請到陽明大學馮濟敏，吳國瑞教

授，成大張玲教授及於業界張世忠博士來所進行審視並提供建議。 

3.本所於每學期末進行師生座談，對課程，教學及系所發展方向進行討

論，獲取共識，最近一次師座談於 102/06/07 舉行。  

4.本系所定期召開系務會議及課程規劃委員會已於 100/06 訂定 學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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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素養與核心能力  

【碩士班部分】 

1.碩士班自訂之四項辦

學特色均為研究領域，

建議宜更明確，並定期

檢討與修訂，將畢業生

未來就業能力與競爭力

也能納入辦學方向。 

本系所已於 99/11/18 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修訂所教育目標為 

1)具備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相關的實驗操作能力。 

2) 具備邏輯思考及分析事理的能力。 

3) 具備溝通表達的能力。  

以上各項能力均涵蓋學生就業能力與競爭力之訓練。 

【碩士班部分】 

2.針對碩士班招生不理

想之現象，宜分析原因

後，擬訂因應策略，並

加強人類遺傳學及相關

的課程與訓練，以提升

招生狀況，並符合教育

目標。  

1.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收集有助招生之做法。  

2.改善系所網頁，吸引學生點閱，了解系所特色後報考。 

3.提高研究生奬助。  

4.加強五年一貫制度宣導,說明五年一貫之優勢,鼓勵大學部學生留下就

讀研究所。 

【系所共同部分】 

1.專任教師宜擴充至 18 

人以上，以減輕教師負

擔，亦能增加與學生互

動之時間。同時將如生

物英文、生物學、普通

化學等共同課程轉交給

諸如院、共同科或通識

中心等單位負責。  

1.因應系所發展，逐年增聘符合系所發展的專任教師  

 增聘師資一覽表:  

 

說明: 98-2 新增教師 1 名(林明德老師)，99-1 新增聘教師 1 名(曾若嘉老

師)， 100-1 已增聘教師 2 名(靖永皓博士及黃舜平博士)。預計於 101

學年度再增聘二為新老師。 

2.本系學士班生物英文、生物學、生物學實習、普通化學等共同科目，

經由本系 99-2 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同意與確認轉交給院、共同科或通

識中心等單位負責主課以及課程安排，並於 100-1 正式實施。  

【系所共同部分】 

2.宜鼓勵教師妥善運用

e 化工具，並可安排助

1. 新增有關教學之 e 化工具  

98 學年度 99 學年

度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林明德老師 

(專長:模式

生物與發育

遺傳學) 

曾若嘉老

師 

(專長:人

類癌症遺

傳學) 

黃舜平 醫師/

博士 

(專長:人類遺傳

疾病) 

靖永皓 博士 

(人類遺傳疾病

與疾病動物模

式) 

待聘 2 位老師 

具有

genomics、

genetic 

epidemiology、

bioinformatics、

evolution 等專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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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助教學。 

 

說明:  

(1) 99 學年度增購二台單槍投影機，安裝在 D432 及 E407 兩間討論室。  

(2) 99 學年度在本系學生上課主教室 D602 教室增設電腦教學講桌設

備，並已安裝 IRS 反饋系統，以利課堂互動教學。  

(3)本校另具備有多套可攜式 IRS 反饋系統，故全校師生在課堂上均可

有即時的互動。 

【系所共同部分】 

3.可提升臨床工作教師

參與遺傳及分子生物課

程之比重，亦能刺激其

成長。  

99 學年度邀請具有遺傳及分子生物專業知識之臨床醫師教師參與課程  

 

說明:  

99 學年度邀請具有遺傳及分子生物專業知識之臨床醫師教師參與課程

教授 (1)本系學士班 99-2 神經科學、遺傳疾病與諮詢等課程皆已邀請臨

床醫師參與授課。 (2)本系碩士班分子癌症學邀請臨床病理與血液腫瘤

臨床醫師教師參與授課；遺傳諮詢邀請遺傳領域醫師與臨床工作者參與

授課；臨床人類遺傳學特論之課程，邀請慈濟醫院朱堂元醫師、陳嘉祥

醫師、胡志棠醫師及鄭敬楓醫師參與授課。  

【系所共同部分】 

4.宜積極延聘人類遺傳

學領域的專任專業教

師， 如具有 genomics、

genetic epidemiology 、

bioinformatics、evolution 

等專長，以便增開人類

遺傳學相關課程，培育

人類遺傳學的人才，達

到該系的教育目標。  

逐年增聘具有基因體或蛋白質體、人類遺傳以及生物資訊相關背景之師

資。配合教師專長，開設或參與相關課程。  

98-100 學年增聘專任教師師資與專長表  

 數目 教室 

單槍投影設備 2 D432, E407 

電腦教學講桌 1 D602 

IRS 反饋系統 2 D602 

 

 學士班課程 碩士班課程 

課程數目 2 3 

課程名稱 神經科學 

遺傳疾病與諮詢 

分子癌症學 

遺傳諮詢 

臨床人類遺傳學特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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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98-2 聘林明德老師(模式生物與發育遺傳專長)為本系專任教師，99-1 已

增聘曾若嘉老師(人類癌症遺傳專長) 為本系專任教師，預計 100-1 增聘

黃舜平博士(眼科醫師,人類遺傳疾病專長)、靖永皓博士(人類遺傳與動

物模式專長)為本系專任教師。 

 

 98 學

年度 

99學年

度 

100 學年度 

聘任教師數目 1 1 2 

聘任教師 林明德

老師 

曾若嘉

老師 

黃舜平醫師 

靖永皓老師 

聘任教師專長 模式生

物與發

育遺傳

學 

人類癌

症遺傳

學 

人類遺傳疾病 

(黃舜平醫師) 

人類遺傳疾病與疾

病動物模式 

(靖永皓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