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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慈濟大學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包括學士班及碩士班，以『系所

合一』的體制，由單一主管負責，建立共同行政支援體系及相關委員會。根據學士班教

育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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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訂定學

生所需培養之核心能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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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相關

課程設計在紮實的分生及遺傳相關的基礎知識及操作之外，也提供多樣化的學群選修與

實務課程，使學生畢業後既可在專業領域上繼續耕耘，或依個人興趣及生涯規劃多元發

展。為培養進階人才，本系開設碩士班。碩士班的教育目標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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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核心能力訂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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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碩士班目標在於培養中高階人才，所以特別著重於研究能

力之培養。 

    面對後基因體時代，生物及醫學領域的快速發展、社會的快速變遷與系所的轉型

發展，本系持續在課程，研究方面進行調整及改善。過程中，參考包括在校師生、畢

業生、校外委員或雇主之建議，並建立系統機制，定期對相關面向進行檢核及改善。

因應第二周期的系所評鑑，本系分別針對(一) 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二) 教師、教

學與支持系統，(三) 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四) 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五) 自我

分析、改善與發展等五個項目，在本自評報告中，分別論述現況、特色、問題、改善

策略和總結等面向。資料主要呈現101學年度至今的數據及質性說明。一方面整理出本

系在各方面的努力成果，更重要的是說明我們如何透過自我評鑑逐漸制度化相關改善

機制，並因此提出因應措施及改進方案。以求在持續改善的過程中確保教育品質，達

成作育英才及永續發展的長遠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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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導論 

一、系所之歷史沿革 

    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前身為本校原「分子生物及細胞生物研究所」和「人類遺傳學

研究所」。97學年度，經合併師資及設備，並增設學士班所組成。由於二所性質互補，

長期以來二所相互支援，資源設備共享。為培養後基因體時代，兼具分生及遺傳相關

人才，於是經二所所務會議達成共識，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呈報教育部同意後於民國 97

年 8月合併為「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合併後整合教學、研究資源，重新定位，

並強化師資陣容。本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共計 12人均具博士學位，師資專長兼有分子

細胞、發育再生、腫瘤、神經及模式生物等領域。經學校及慈濟基金會大力支持，並

獲得國科會國家型計畫、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等單位經費支持下充實設備，滿足基本

教學及研究需求。為拓展與其他國內外學研單位教學及研究之交流，參與學校之國際

拓生計畫，與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以院名義簽訂合作協議，並招收國際交換學生，更與

台灣大學、中興大學及成功大學合作申請「國科會生命教育推動計畫」，希望能對生命

教育及前瞻性研究及推廣有所貢獻。此外，為拓展與產學相關之教學，除增加實務課

程之外，並成立學生實習委員會，積極聯繫相關產業，提供學生實習機會。此外更與

慈濟醫院合作，使醫院之臨床單位「遺傳諮詢中心」設置於本系空間，以期能使教育

環境達到學用合一的目標。 

 

 

 

 

 

 

    以下就「分子生物及細胞生物研究所」與「人類遺傳學研究所」之發展歷史沿革

及合併時程分別說明： 

1. 分子生物及細胞生物研究所 (88學年~96學年)： 

時     間 師     資 

【民國88年 / 8月】88學年 

由慈濟醫學院醫學系的分子生物學科

及細胞生物學科合併而成立本所。 

 

至【民國97年 / 7月底】96學年 

<88學年 ~ 89學年>主聘教師：3人 

  陳紀雄老師、王文柄老師、曾英傑老師 

<90學年>主聘教師：4人 

新聘張新侯老師 

<96學年>主聘教師：5人 

新聘張芝瑞老師 

合聘教師： 

歷年均有多位本校其他系所教師加入本所合聘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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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類遺傳學研究所 (88學年~96學年)： 

 時     間 師     資 

【民國 88年 / 8月】88學年 

本所由前衛生署長李明亮教授創設於

88學年度，目的在為東部醫療院所培育

相關之人類遺傳臨床、檢驗及研究人

才，以協助國家於東部落實優生保健政

策，並降低遺傳疾病之發生率。 

 

至【民國 97年/7月底】96學年 

<88學年~ 89學年>主聘教師：2 人 

  方菊雄老師、劉怡均老師、 

<90學年>主聘教師：3人 

新聘孫德珊老師 

<95學年>主聘教師：4人 

新聘顏瑞鴻老師 

<96學年>主聘教師：5人 

新聘溫秉祥老師 

合聘教師： 

歷年均有多位本校其他系所教師加入本所合聘教師 

  

3.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含碩士班)  (97學年～迄今)： 

    因重新定位聚焦教學與系所發展方向，本系於97學年度起由本校「分子生物及細

胞生物研究所」及「人類遺傳學研究所」合併成立為學士班(含碩士班)，學士班並於97

學年首屆招生。 

 

二、自我評鑑過程 

    本系學士班之教育目標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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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碩士班之教育目標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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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於(99年3月1日)系務會議擬訂本系學生的核心能力指標，歷經多次調

整於102年6月3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並聘請外部委員審視本系學生的課程及核心能

力。因應第二週期系所評鑑，本系於103年1月6日系務會議通過成立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項目一由劉怡均老師擔任召集人、項目二由王文柄老師擔任召集人、項目三由張

芝瑞老師擔任召集人、項目四由孫德珊老師擔任召集人、項目五由劉怡均老師擔任召

集人，並邀請系上全體同仁共同參與各項工作(請見評鑑工作分組名單表)。 

評鑑工作分組名單表： 

項目 認可要素 召集人 各分項負責人 

一、目標、核

心能力與課程 

1. 班制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訂定明確合

理。 
劉怡均 

劉怡均、林明德 

2. 班制之課程規劃能支持其教育目標與核

心能力和分殊能力之達成。 
王文柄、顏瑞鴻、溫秉祥 

二、教師、教

學與支持系統 

1. 班制專、兼任教師組成結構合理，有明

確的聘用機制，其專長背景與經驗能符應

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學生學習需求。 

王文柄 

劉怡均、林明德 

2. 班制教學與學習評量方式能符應教育目

標、核心能力與學生學習需求。 
王文柄、顏瑞鴻、溫秉祥 

3. 班制能建立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機制與支

持系統，並加以落實。 
張新侯、孫德珊、靖永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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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認可要素 召集人 各分項負責人 

三、學生、學

習與支持系統 

1. 班制能掌握並分析學生的組成、招生規

劃合理及提供入學輔導。 

張芝瑞 

張芝瑞、曾若嘉 

2. 班制能掌握並分析學生課業學習表現

及提供輔導與協助支持系統。 
張芝瑞、曾若嘉 

3. 班制之學生課外活動學習、生活學習、

生涯學習及職涯學習學習完善，具良好支

持系統。 

張芝瑞、曾若嘉 

4. 班制畢業生表現良好，班制並能透過互

動與資料建置運用掌握畢業生表現以精進

辦學。 

曾英傑、黃舜平、王秋

香、游欣儀 

四、研究、服

務與支持系統 

1. 師生研究表現能符合班制定位、教育目

標及所屬專業領域普遍認可之成效。  

孫德珊 

張新侯、孫德珊、靖永皓 

2. 班制對於師生研究能給予合理、充份之

協助與支持。 
張新侯、孫德珊、靖永皓 

3. 師生服務表現能符合班制定位、教育目

標及所屬專業領域普遍認可之成效。 
張新侯、孫德珊、靖永皓 

4. 班制對於師生服務能給予合理、充份之

協助與支持。 
張新侯、孫德珊、靖永皓 

五、自我分

析、改善與發

展 

1. 班制能擬定並落實自我分析與檢討機

制。 

劉怡均 

劉怡均、林明德 

2. 班制能擬定與落實具體可行之自我改

善策略與作法，進行持續改進，以達發展

目標。 

劉怡均、林明德 

 

   在項目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部份，本系於(99年3月1日)系務會議，依據本

校學生基本素養及上述學生核心能力討論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力指標，經102年6月3日

系務會議修正及102年12月27日師生座談中佈達。另於103年1月16日召開第二週期系所

評鑑之自我評鑑-項目一小組會議逐一討論相關準備工作之報告撰寫。 

   在項目二「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部份，本系持續進行課程相關改革與規劃，除

定期召開教學暨課程規劃會議之外，並納入外部委員及學生回饋意見，並依此調整課

程架構及修訂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課程地圖，擬訂核心能力、檢核相關課程之測試藍

圖及評量尺規。另於103年1月16日召開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自我評鑑-項目二小組會議

逐一討論相關準備工作之報告撰寫[導論附件1]。 

   在項目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部份，在102年4月1日系務會議暨評鑑會議討

論各項效標及工作分組之事宜，擬訂相關問卷並預計於102學年下學期開學初進行施

測，並於103年1月16日召開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自我評鑑-項目三小組會議逐一討論相

關準備工作之報告撰寫，另於103年1月17日召開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自我評鑑-項目三

畢業生小組會議逐一討論相關準備工作之報告撰寫[導論附件2]。 

   在項目四「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部份，103年1月6日系務會議討論項目四各項

效標及工作分組之事宜。另於103年1月17日召開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自我評鑑-項目四

小組會議逐一討論相關準備工作之報告撰寫[導論附件3]。 

   在項目五「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部份，本系於102年10 月行動方案[導論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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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有關SWOT分析如表5.4.1.1(P65) 

   本系預計於103年3月邀請蔡世峰教授、朱堂元教授及邱淑君教授等擔任本系自我評

鑑委員，對於本系的規劃提供改進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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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自我評鑑之結果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 

(一) 現況描述 

1.1班制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及其制定情形。 

1.1.1定位、教育目標及其設定依據與考量。 

    二十一世紀人類及各種生物基因圖譜之定序陸續完成，龐大的生物資訊將有助於

解決許多人類遺傳疾病問題，也是台灣及全球生醫學界著力發展的重點。這些新資訊

在高中生物課程已初步介紹，但相關研究知識及技術則需於大學及研究所進一步培

養。本系延攬之12位專任師資分別具備分子生物、基因體學及以動物模式研究人類疾

病之專長，因此依據國家生物技術發展重點、慈濟大學教育目標、本系創系宗旨及數

次會議討論（請見表1.1.3），本系定位學士班教育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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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教育目標則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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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核心能力與教育目標之關連性及其制定理由。 

1.核心能力：  

    本系之教育目標係依校、院、系逐層訂定，相互扣合。此外，本系於系務會議及

課程規劃委員會皆設有校外委員，引進外部意見，共同檢視教育目標之妥適性。根據

本系教育目標，在多次務會議中討論核心能力之訂定，並參考校友，雇主，畢業生之

問卷調查，於102年公佈本系學士班之核心能力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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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之核心能力為：1. 具備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專業

知識的能力; 3. 具備思辨分析、學術口頭表達及論文寫作能力。 

 

2.核心能力指標： 

    核心能力指標是將學生所應具備的能力項目，轉化為可以觀察評量的具體行為，

藉以反映學生的學習表現。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核心能力指標如下表所列。 

 

3.學士班及碩士班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核心能力指標對照附件1.1.2-1、附件1.1.2-2 

 

1.1.3全體教師定期討論、制定及修正教育目標、核心能力之機制。 

本系之教育目標係依校、院、系逐層訂定，相互扣合。此外，本系於系務會議及課程

規劃委員會皆設有校外委員，引進外部意見，共同檢視教育目標之妥適性。根據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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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在多次務會議中討論，並參考校友，雇主，畢業生之問卷調查訂定核心能

力。相關會議及議題及決議如下： 

表1.1.3 

會議日期 會議議題 會議決議 

 102.03.04 調整系所學士班及碩士班教育目

標與核心能力  

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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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力- 

(1)兼具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相關的學識及

基礎實驗操作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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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班: 

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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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能力- 

(1)兼具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相關的學識及

研究設計能力.  

(2)具備獨立思辨及反思能力.  

(3)具備學術口頭表達及論文寫作能力 

 102.04.01 系所核心能力與指標確認   照案通過 

 102.06.03 討論核心能力研發處修訂版   依照舊案 

102.10.24 教師焦點座談會議：分遺系大學部

及碩士班學生核心能力的檢討。 

 (學士班核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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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班核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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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向師生宣導說明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之作法。 

為使本系師生對系的教育目標有明確的了解，首先於系務會議中確保教職員能充份認

知，接著於系所網頁，新生座談，導師時間及期末師生座談中加以說明，相關宣導座

談會如下： 

 



8 
 

大學部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碩士班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教學暨課程規畫委員會

規劃與設計課程

校外學界委員意見
校外業界委員意見
在學學生代表意見
畢業學生代表意見

課程執行

大學部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碩士班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課程檢核
自我檢視
課程外審
師生座談
教學評量

 

學年                               宣導日期 宣導方式 宣導地點 參與人數 

101 

101/9/21 1011 期初師生座談會 B101講堂(250A) 135 

102/1/4 1011 期末師生座談會 B101講堂(250A) 145 

102/6/7 1012 期末師生座談會 13樓學術研討會議廳 143 

102 
102/9/27 1021 期初師生座談會 13樓學術研討會議廳 145 

102/12/27 1022 期末師生座談會 B201 105 

 

1.2 班制之課程規劃及其與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之關係。 

1.2.1 依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進行課程規劃之關連。 

1.課程規劃與教育目標、核心能力之關係 

   依據訂定之本系大學部與碩士班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由本系教學暨課程規劃

委員會委員包括全系教師、校外學界委員、校外業界委員、在學學生代表、畢業校友

等代表，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納入教師、學生、業界專家、校友意見討論與規劃設

計出符合教育目標以及培養學生核心能力之課程[請詳表1.2.3.1]。本系大學部與碩士班

所有課程主課教師必須清楚撰寫課程大綱，並確實寫出該課程所連結的核心能力以及

符合各項核心能力之權重比例，所有課程皆在前一學期末學生選課前完成課程大綱上

網，讓學生在選課時清楚明瞭課程與核心能力之關係。課程執行後藉由課程自我檢

核、課程外審、期末師生座談會、教學評量學生意見等方式定期檢討與檢核課程實施

成效，持續改善與強化開設能落實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之課程。 

 

 

 

 

 

 

 

 

 

 

 

 

 

依據學士班與碩士班學制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進行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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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規劃之對應 

    本系大學部與碩士班所開設之必修課程清楚對應每一學制所訂定之核心能力，並

設定課程與核心能力之權重，每一核心能力權重總和100%。本系大學部與碩士班必

修課程對應學生核心能力之權重對應表請見附件1.2.1-1、附件1.2.1-2。 

 

1.2.2 課程架構清楚之學習邏輯及設計考量。 

A.本系學士班課程架之學習邏輯及設計考量： 

1.課程架構設計考量： 

課程規劃設計方向: 本系課程規劃依據本系教學目標與核心能力，由系教學暨課程

規劃委員會規劃設計本系學士班課程，課程設計涵蓋(1)系一般基礎學科必修課程 

(2)系一般基礎學科選修課程 (3)系進階專業必修課程 (4)系進階專業與學群選修課

程 (5)基礎實驗能力與科學論文閱讀、寫作相關課程 (6)實務操作課程 (7)產業應用

與職涯規畫相關課程。 

系一般基礎學科必修與選修課程: 生物學、生物學實習、生物英文、普通化學、分

子生物學和人類遺傳學的歷史、微積分、生物統計、有機化學、有機化學實驗、生

物化學、生物化學實驗、分子生物學、分子遺傳學原理與技術、細胞生物學、遺傳

學、分析化學(含儀器分析)、人類遺傳學概論、訊息傳遞概論、發育生物學、專題

討論、人類遺傳學再生醫學研究領域的發展與啟示、人體解剖學、組織學、生理學、

微生物學、免疫學、神經科學、細胞培養技術、演化學等課程。 

系進階專業必修課程: 生物科技、書報導讀、專題研究、書報導讀、幹細胞學、癌

症生物學導論、基因體與蛋白質體學。 

系進階專業與學群選修課程: 專業學群分成四大特色學群包括生物科技及基因體

醫學學群 [課程為遺傳工程技術、應用生物資訊、生醫遺傳產業職涯分析與發展、

奈米醫學]、人類遺傳疾病及動物模式學群 [課程為轉殖動物(含實驗)、細胞遺傳學

(含實驗)、遺傳諮詢、模式生物概論、分子遺傳學等]、癌症生物學群 [課程為細胞

週期概論、分子癌症概論等]、發育及再生醫學學群 [課程為再生醫學概論、細胞分

化及組織工程等]。其他專業選修課程包括分子人類學、細胞培養技術、分子發育

遺傳學、演化學、學士論文、小鼠實驗模式概論、RNA干擾技術與應用。 

基礎實驗能力與科學論文閱讀、寫作相關課程: 研究基礎概念學、實驗室導航(全英

文授課)、遺傳學技術含實驗、細胞培養技術、書報導讀、專題研究、學士論文、

專題討論等課程。 

實務操作課程: 102學年度新增實務操作選修課程，加強學生實務操作能力，包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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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操作基因型鑑定與突變分析、實務操作模式生物：小鼠等課程。 

產業應用與職涯規畫相關課程: 生醫遺傳產業職涯分析與發展(100學年度新增)、分

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生涯規劃(101學年度新增)、產業實習(102學年度新增)。 

 

課程架構安排: 本系學士班課程架構(以102學年度為例)包含(1)校共同必修課程: 共

同必修體育(4學分)與通識(14學分必修;14學分選修) (2)院共同必修課程(12學分) (3)系

基礎課程(49學分必修; 20學分選修) (4)系專業課程(14學分必修; 39學分選修)。本系大

學部畢業學分數128學分(需含系專業學群課程選修8學分)，除校與院共同必修課程規

劃44學分外，本系規劃開設之系基礎、系專業與系特色領域課程合計122學分(必修63

學分;選修59學分)，開設課程具多元性，學分數分配以及安排合理符合學生需求。 

本系學士班課程架構的設計具有漸進性、多元性與應用性，學生可彈性與自由選擇。

其特色在與給予同學基礎知識以及充份的實務相關課程以期在進修與學業上均有相

當訓練。必修與選修課程包含系基礎課程、系專業課程、系特色專業學群課程、實驗

課程、實務操作課程、專題研究課程、職涯與產業實習課程。從大一至大四循序安排

從基礎知識、專業知識、實驗操作、整合應用與職涯實習課程，大一規劃基礎知識、

基礎實驗課程、科學歷史、系職涯初探課程為主之課程；大二規劃系基礎知識、系基

礎實驗課程、研究概念課程、系專業課程、系特色專業學群課程；大三安排專業必修

課程、系特色專業學群課程、進階實驗課程、實務操作應用課程(102學年度新增)、科

學文獻閱讀與專題研究相關課程；大四規劃系特色專業學群課程、專題討論課程、職

涯課程、產業實習(102學年度新增)等升學或職涯發展規劃之課程。學士班各年級基礎

與進階專業必修與選修課程及學分數請參見附件1.2.2-1。 

2. 大學部課程規劃表(102學年度)： 

課

程 

結

構 

區分 類別 學分數 備註 

校共同

必修 

共同必修課程（體

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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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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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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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規定畢業總學分數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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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系學士班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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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系碩士班課程架之學習邏輯及設計考量： 

1.課程架構設計考量： 

課程規劃設計方向: 本系碩士班課程規劃依據本系碩士班教學目標與核心能力，由系

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規劃設計本系碩士班課程，課程設計涵蓋：(1)碩士班基礎必修

課程 (2) 碩士班基礎選修課程 (3) 碩士班進階專業必修課程 (4) 碩士班進階專業與

學群選修課程 (5)研究論文與寫作相關課程 (6)實務與產業相關課程。 

碩士班基礎必修課程: 文獻討論、細胞生物學、論文寫作等課程。 

碩士班基礎選修課程: 臨床人類遺傳學特論 

碩士班進階專業必修課程: 人類分子遺傳學、人類分子遺傳實驗技術 

碩士班進階專業與學群選修課程: 專業學群分成四大特色學群包括生物科技及基因

體醫學學群 [課程為基因體醫學、幹細胞學特論]、人類遺傳疾病及動物模式學群 [課

程為動植物基因轉殖學(含實驗)、遺傳諮詢、模式生物等]、癌症生物學群 [課程為

訊息傳遞特論、分子癌症學等]、發育及再生醫學學群 [課程為發育生物學特論、再

生醫學等]。其他專業選修課程包括營養基因體學、高通量全基因體掃描研究法、表

觀遺傳學、小鼠基因體操控、光學及顯微鏡技術、生化遺傳學、幹細胞醫學轉譯與

疾病動物模式實驗、細胞遺傳學(含實驗)、細胞凋亡特論、細胞週期特論、人類致病

基因定位、生殖遺傳學、生物資訊、疾病動物模式、基因治療之原理與現況等。 

研究論文與寫作相關課程: 文獻討論、論文寫作等。 

實務與產業相關課程: 幹細胞醫學轉譯與疾病動物模式實驗(100學年度新增)、生技

基因醫藥之研究倫理與法律(102學年度新增)等。 

 

課程架構安排: 

  本系碩士班課程架構(以 102 學年度為例)包含(1)碩士班基礎課程(開設 7 學分必修; 

2學分選修) (4)碩士班專業課程(開設 7學分必修; 48學分選修)。本系碩士班畢業學分

數 30學分(含碩士論文 6學分與至少任選系專業學群之中兩學群各選修一門課程)，學

分數分配以及安排合理符合碩士班學生培養核心能力。 

   本系碩士班課程設計的特色在於兼具專業性與應用性，課程規劃可以完整訓練本系

碩士班研究生成為專業研究人員。本系碩士班課程設計符合教育目標且具備基礎、專

業科學研究知識與技術之訓練，必修與選修課程包含碩士基礎課程、碩士專業課程、

特色專業學群課程[生物科技及基因體醫學學群、人類遺傳疾病及動物模式學群、癌症

生物學群、發育及再生醫學學群]、實驗課程、實務操作課程、生技產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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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碩士班課程規劃表(102學年度)： 

課

程 

結

構 

區分 類別 學分數 備註 

系所課程 

基礎課程 
必修 7  

選修 2  

專業課程 
必修 7  

選修 48  

系所規定畢業總學分數 30 含論文學分 6學分 

3.本系碩士班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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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課程規劃設計與檢討機制及其運作結果。 

1.課程規劃的機制： 

    為達到上述教育目標、核心能力，本系所依據「慈濟大學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

組織規程」訂定「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設置

教學暨課程委員會，檢討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規劃與改進本單位有關課程及教學事

宜。 

101學年課程規劃委員會組織 (表1.2.3.1)： 

教師代表 張新侯、劉怡均、顏瑞鴻、王文柄、孫德珊、曾英傑、張芝瑞、

溫秉祥、林明德、曾若嘉、靖永皓、黃舜平、陳紀雄 

校外學界專家及業

界專家 

101-1學期：張順浪(業界)、彭國証(學界) 

101-2學期：曾雲龍(業界)、彭國証(學界) 

學生代表 蕭宜萱、謝佳倫 

畢業生代表 巫佩蓁 

2. 101學年課程規劃委員會課程檢討記錄(附件1.2.3) 

 

 (二) 特色 

本系在明確的教育目標導引下，強調分子生物及人類遺傳二大教育方向，具備以

下辦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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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設計： 

（1） 涵蓋分子生物及人類遺傳最新知識 

（2） 強調學生資料收集，組織表達及獨立思考能力之培養。 

（3） 重視學生技術操作及科學數據分析能力。  

2. 教師教學： 

(1) 本系專任教師專長涵蓋必修課程及部份選修課程，並有臨床醫師專任及

兼任，提供最新疾病研究之知識及觀點。 

(2) 醫學系基礎學科、通識中心之專業師資全力支援微生物、免疫、生理等

基礎學科及其他通識課程之教授。 

(3) 本系提供系列職涯課程，邀請業界師資演講，並帶領學生參訪，縮短學

用落差。 

3. 學群設計：本系特別規劃四大學群課程，引領學生依據個人興趣，透過學群課

程之修讀，確立未來就業或研究之方向。此四大學群分別為：  

（1） 生物科技與基因體醫學學群 

（2） 人類遺傳疾病及動物模式學群 

（3） 發育及再生醫學學群 

（4） 癌症生物學群 

4. 基礎與臨床結合：本系與慈濟醫院相關臨床科別及中心合作進行教學，包含血

腫科、神經科，精神科，幹細胞醫學中心，及臨床遺傳諮詢中心，引領學生了

解所學之知識及技術可應用之方向，落實學用合一之教學。 

 

(三) 問題與困難 

(1) 學生素質參差不齊：近年來因少子化，加上本校位居東部，招收學生之素質越

來越呈現M型，雖然有基礎不錯的學生，但平均程度仍有待提升。 

(2) 碩士班報考人數逐年降低：此外，少子化突顯的另一問題是報考碩士班學生逐

年降低，碩士班面臨經營困難。 

(3) 畢業生就業市場飽合：畢業生就業市場逐年縮減，日趨飽合，學生對於未來出

路感到茫然。 

 

(四) 改善策略 

雖然面臨上述困難，但本校體質健全，本系師資質量均佳，課程規劃完整，故擬

訂下列策略，以解決上述困難： 

(1) 結合生物英文及生物學教學，提升學生專業字彙能力。英文能力是學生學習分

生及人類疾病知識之必備基礎，為改善學生英文能力不佳，影響未來學習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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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自102-2學期起，本系結合必修之生物英文及生物學，先教會學生相關章

節之專有名詞，再進行生物課程之教學。 

(2) 應用多元化評量及教學法，促進學生學習動機，測量學生學習成效。 

(3) 擴大招收國際學生：碩士班報考人數逐年降低是全台大學之普遍現象，台灣學

生不易消除對公私立大學之刻板印象，因此選校多以國立大學為優先考量，在

此情況下，本校董事會全力支持，提供優厚之奬學金，吸引東亞及南亞國家學

生申請本校研究所，期望在未年幾年內，能充實研究生質量，並將本系碩士班

提升至國際水準。 

(4) 本系自100學年度，開設多門職涯及產學合作課程，提前在在學時期將產業現

況介紹給學生，並安排實習機會，希望能協助學生在畢業後快速與就業市場接

軌。 

 

(五) 項目一之總結 

1. 本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符合慈濟大學教育目標。 

2. 師生對於本系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有允份了解及認知。 

3. 課程設計依據本系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規劃之，本系教師專長除符合課程，

並設計多元化之教學及評量，學生學習成效可充份反應之。 

4. 本系課程規劃及改善機制完善，系課規會運作健全，依據學習成效導向與持續

改善之機制修正之。 

5. 本系自我評鑑機制運作完善，所有專任教師皆參與其中，由資深教師帶領較新

進教師進行自我評鑑及改善。 

6. 本系運用各種管道及方式收集教育成果，做為自我改善及修正之依據，包含教

學評量、師生座談、系友回娘家、各類問卷調查等，並在學校支持下，得以提

出各種改善方案，持續於教學、研究、學生輔導等各方面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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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 

(一)現況描述 

2.1 教師組成與聘用機制及其與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學生學習需求之關係。 

2.1.1 專兼任教師之數量及其專長滿足課程教學與學生學習需要之情形。 

    本系共有專任教師12名：4位教授，2位副教授，6位助理教授及1位兼任教授，生

師比學士班為14.9生:1師、碩士班為1.25生:1師，均為具博士學位之師資，教師專長均

能符合系所教育目標及課程需求，本系專任師資結構穩定，流動率低。 

   本系教師專長及學經歷均符合授課科目之要求，開課量也符合教學和學生學習之需

求；許多課程採取協同授課的方式，以期每個主題均由最合適的老師授課 (表2.1.1教

師學經歷及專長表)。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合理，即使超鐘點也在一定範圍內；兼任教師

分別有各個專長及學經歷，本系要求每位兼任教師能至少教授一門符合其專長之專業

科目；兼任教師均由本校其他系所兼任，並無名額的限制，因此可以因應彈性需求來

調整；兼任教師授課時數合理，所授之科目也開放生科醫學院其他系所學生選讀，以

達到科際整合的目的。新進教師先行減輕其教學負擔，伺其適應教學後，再要求授課

時數能達到學校之規定（教授8小時／每週； 副教授及助理教授 9小時／每週）；初期

盡量以協助既有課程為主，之後再自行主課，開授其他的課程。 

表2.1.1 

教育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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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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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 

姓名 

專/兼

任 
職級 學歷 專長 

張新侯 專任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微生物及免

疫學博士 

奈米科技、幹細胞與再生醫學、

分子細胞生物學、免疫神經交互

作用 

劉怡均 專任 教授 
美國南加州大學神經科學

博士 

認知神經學、行為神經學、神經

遺傳學、細胞遺傳學 

顏瑞鴻 專任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生化學博士 
生化分生、天然物化學與營養生

化、生物科技、分子遺傳 

王文柄 專任 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分子

遺傳學博士 

分子生物學、訊息傳遞、發育生

物學 

孫德珊 專任 副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微生物及免

疫學博士 

血球發育與分化、幹細胞學、分

子生物學 

張芝瑞 專任 副教授 
英國愛丁堡大學細胞生物

學博士 

細胞生物學、生物化學、分析化

學 

曾英傑 專任 
助理

教授 

德國自由大學分子生物及

細胞生物學博士 

轉殖動物、癌症分子生物學、油

酯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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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秉祥 專任 
助理

教授 

新加坡國立大學生化學博

士 

生物化學、分子遺傳學、基因體

醫學  

 林明德 專任 
助理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分子與細胞

生物學研究所博士 

分子發育遺傳學、分子生物學、

細胞生物學 

 曾若嘉 專任 
 助理

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

學系博士 

基因體學、腫瘤學、細胞分子生

物學 

 靖永皓 專任 
 助理

教授 
諾丁漢大學遺傳學博士  

生物學、小鼠遺傳學、人類遺傳

學、基因體學  

黃舜平 專任 
助理

教授 

南加州大學遺傳暨分子細

胞生物學博士 

神經科學、分子遺傳學、人類遺

傳學、分子細胞生物學、細胞訊

息傳遞、視覺科學 

 

2.1.2 專任教師結構合理並穩定。 

1.師資結構合理： 

    本系自98學年度至今，陸續增聘師資，以強化教學及研究能量，期間並有教師升

等，至今教師質量均大輻提升。98學年度上學期教授比22%, 副教授比33%, 助理教授

44%；98學年度下學期林明德助理教授由於利用果蠅為模式研究癌症，可強化動物模

式學群之師資，故由本校生命科學系轉聘至本系，助理教授比例增加至50%。99學年

度上學期，增聘曾若嘉助理教授，以強化癌症生物學群之師資，孫德珊老師升等副教

授，因此師資結構變為教授18%，副教授36％，助理教授46%。98學年度下學期，由

於陳紀雄教授退休，故教授比例降至10%; 100學年度新聘黃舜平醫師為助理教授，以

強化具臨床背景之師資，另新聘靖永皓助理教授，以強化以小鼠為疾病模式之師資，

此時教授比例下降至8%，助理教授比例大輻上升至58%。隨即，101學年度劉怡均老

師及顏瑞鴻老師升等教授，教授比例增至25%; 102學年度上學期，王文柄老師升等教

授，張芝瑞老師升等副教授，教授比例升至33%，副教授比例維持17%，助理教授比

例降至50%，師資結構趨於合理穩定，對本系教學研究發展具正面意義。 

2.師資穩定： 

    本系自98學年度起，陸續增聘助理教授4名，升等教授3名，升等副教授 2名，除

1名教授屆齡退休之外，並無教師離職，師資非常穩定(附件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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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102學年上學期 教師結構比例 

 

 

 

 

 

 

 

 

 

2.1.3 專兼任教師之遴聘、考核之機制辦法及其運作情形。 

1.合理規範教師遴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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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評會）審查通過，送各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提請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校教評會）審定後，報請教育部審查其資格與核發教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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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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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

考附件2.1.3-1） 

 

為應因本系良好的穩健發展，本系98學年度聘任林明德助理教授一位（由主聘單位生

科系轉至本系）；99學年度新聘曾若嘉助理教授一位，100學年度新聘靖永皓及黃舜平

助理教授兩位。99學年度孫德珊老師升等副教授，101學年度劉怡均老師及顏瑞鴻老師

升等教授。98-101學年的師質增聘及穩健的老師升等，體現了本系良好的師資發展及

其運作。  

本系無兼任教師之遴聘，但有良好的專任教師合聘遴聘制度。本系專任教師校內合聘

作業悉依100年3月23日第59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的“慈濟大學校內專任教師合聘作業

要點”(請參考附件2.1.3-2)。 

 

合聘係指兩個單位以上共同合聘專任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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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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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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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系課規會討論並通過，再經系務會議通過，並經由各系主管同意後，依學校聘任

程序提出合聘之申請。合聘之教師於本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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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聘之教師於本系之總教學時數應符合專任教師之教學時數

規定。(請參考附件2.1.3-3)。 

 

2.清楚規範教師考核制度： 

為提升教職員工服務績效與品質，本校特訂定成考核辦法，最新版予 101/10/31公告

周知。考核結果為續聘、薪資晉級及年終工作獎金發給等做為評值之依據。 

教職員工服務至當學年度終了屆滿一學年者，予成績考核，不滿一學年而已達六個月

者，則另予考核。本校職員工之年度成績考核分數、列等及晉級為:（一）總分 90 分

以上者：優等，晉本薪或年功一級。（二）總分 80 至 89.9 分者：甲等，晉本薪或

年功一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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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最年功薪。 

考核委會置十五人，當然委員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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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委員由人事公告徵求推薦名單。經本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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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考核委

會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臨議審理工之重大獎懲及年度優良或資深職員選拔表揚

等評議案件。成績考核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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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職員工年終成績考核經定後，學校以書面通知，對成績考核不服者，得依職員工申

訴評議委會設置要點提出申訴。教職員工之評核作業，各系所於每年七月中旬以前完

成初評及複評，經人事室彙整，送請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後，呈請校長核定。(請參

考附件 2.1.3-4_慈濟大學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_101學年度起新制實施_1011031）。 

本系全體教師 98學年、99學年、100學年及 101學年教師考核全數通過，本系 101

學年教師教學評鑑績平均質為 95.67，高分通過(標準差為 2.14)，比全校教師評鑑成績

平均質 92.51高一些些(高 3個百分點)。 

 



21 
 

2.2 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及其與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學生學習需求之關係。 

2.2.1 課程大綱說明教學目標與所欲培養之核心能力的情形。 

1.完整合宜的教學大綱： 

  本系大學部或碩士班所有的必修課或選修課，都有明確的教學大綱包含教學目標、

核心能力、適宜的教材、多元教學方法、多元學習評量與系所教育目標、學生基本素

養與核心能力之關連等。每學年的期中、期末都有一次的「師生座談會」，由主課老

師講述下學期的課程大綱、課程內容、教學方式、教科書、評量方式等。學生在此可

以針對課程提出意見或想法，主課老師作出合理回應。學生亦可提出開課要求，主課

老師或相關課目老師會把開課要求帶到系所課程規劃委員會討論並作出有效安排。 

系所教學大綱下載及講義位址路徑為「慈濟大學 Moodle 系統」。請參考大學部及碩

士班兩門必修/選修課的範例(附件2.2.1-1)   

2.定期更新教學大綱：  

本系大學部或碩士班所有的必修課或選修課，都有提供明確的教學大綱，並定期更新

（如有科書改版、臨時老師調課或課程內容更新等）。為保障學生受教權益並提升學

校教學品質，主課老師於開學前或學生初選前登錄「慈濟大學校務系統入口」，上教

務處課程系統填教學大綱，完成課程大綱，教學目標、核心能力、授課老師等，作為

學生選課之參考，並於開學第一次上課時講述課程大綱，說明課程評分方式，並引導

學生熟悉「慈濟大學 Moodle 系統」下載課程大綱書面資料及上課講義等。 

 

以下是每位主課老師在開學一週前必做的前置作業： 

(1)上校務系統填報教學大綱：為確保學生充分了解學科之教學目標、核心能力與內

容，本系所所有課程皆有明確之教學大綱。本系所教師於選課前，將授課科目之

教學大綱，填寫於「慈濟大學校務行政系統/教務/課程資訊」上，並公告，以供學

生查詢。本單位教學大綱填寫率及上網率達100﹪。 

(2)定期更新：各授課教師依據學生需求與程度編列授課大綱，於學期開學前重新輸

入更新，教師也會根據相同領域進展及授課教科書改版情形而更新授課內容。 

 

2.2.2 教師運用多元教材、教學方法與學習評量達成核心能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1.教學與學習評量能考慮班制特性： 

  本系教師用心設計教學方法和學習評量方式以期達成學生最大的學習成效。在學士

班教學方法上，教師會依據不同的課程需求使用多元教材的方式例如課堂講授，小組

討論或是實作等方式進行授課。在評量上也以多元評量的方式如作業、紙筆測驗、書



22 
 

面或口頭報告、實驗操作等方法來檢定學生是否達成核心能力的標準。在碩士班加強

小組討論或是個人報告等方式進行授課，在評量上加重口頭報告及討論的比重。關於

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101學年各必修課程教學設計及教學評量狀況如下表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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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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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2-2) 

 

2.教師教學與評量能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系所取得學生教學意見之方法 

1.本系所依據學校訂定之「教師教學滿意度調查實施細則」(附件2.2.2-3)及「獎勵學生

填寫教學滿意度調查作業要點」(附件2.2.2-4)（教務處課務組），請系所學生填寫教學

評量問卷。 

(1)每學期辦理教學評量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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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辦理時點：每學期之第五週、第十週、第十三週、第十七週；其中第五週與第

十三週進行之教學評量係針對參與授課教師超過（含）八人之課程；第十週與

第十七週進行之教學評量係針對所有課程。 

(3)執行方式：網路填報 https://myinfo.tcu.edu.tw/login.asp 

(4)問卷類型：依課程性質設置不同版本問卷 

(5)除專題討論、專題研究之外，其餘課程一律進行教學評量；但專題討論及專題

研究仍可應授課教師要求進行教學評量。 

(6)開放學生填寫質化意見。 

2.本系所採用學校教學評量之系統，每學期兩次，另外尚有師生座談，每學期至少一

次。 

 

系所對學生教學意見反應調查的資料處理情形 

1.本系所積極處理教學意見反應調查資料，改善教師教學績效、提昇教學品質。 

(1)量化資料處理方式： 

對於教學評量分數低於3.5分以下之教師，由本單位主管及教師發展中心訪談調查該

課程的學生，瞭解此教師之教學狀況，擬定教學改善計畫。其方式分別為： 

如為教學技巧不佳者，鼓勵並輔導教師參加教學研討會。  

輔導參與教師發展中心之「教學微觀計畫」、「教學傳習制度」（Mentoring 

Program)。 

與學生關係不佳者之教師輔導參與人際關係的諮商晤談。 

https://myinfo.tcu.edu.tw/log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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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參與輔導後，系所主管於學期末協同教師發展中心分別與院長及授課學生等，

就教師教學改進成效進行討論。促進教師教學品質提昇。 

(2)質化意見處理方式： 

學生對於個別教師授課之質化意見，由本系所主管進一步篩選教務處彙整後的質化

資料，始公布於教務系統（網路）提供個別教師審閱。本系所主管有權限可在教

務系統上觀看單位內所有教師的教學評量結果。 

各教師則僅能於教務系統上查閱個人的教學評量結果及質化意見；基於保護學生以

及鼓勵學生詳實填寫的立場，所有學生資訊均不公開。 

 

教學評量滿意度 

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 101學年教學評量表如下： 

101學年教學評量平均分數 

學期 開課系所 
教學評量平均分數 

(滿分為 5) 

101-1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4.28  

101-2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4.15  

101-1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碩士班 4.49  

101-2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碩士班 4.19  

 

2.2.3 教師依據學生表現、教學回饋意見持續修正教學與評量方式之情形。 

由於每學期能由教師教學意見調查表及改進課程及教師教學會議中得知學生對課程

及教學的意見，具以有效改進以提升教學品質，因而能達到最佳的教學效率。 

教師由課堂授課學生表現、課後問題詢問及各種考試評估情形，亦可得知其學習之困

難處，於上課時給予複習綱要，並於 Moodle系統提供摹擬試題供為參考，改變評量

方式藉以多元化評估其表現。 

 

2.3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及其支持系統建置與落實情形。 

2.3.1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與獎勵機制及教師參與情形。 

  本校自 99 學年度起建置“慈濟大學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並提供各項補助與獎

勵措施，協助教師強化教師專業、建立教學支援機制、建立教學優良教師獎勵、辦理

教學評鑑等措施以協助及鼓勵教師持續發展教學專業。 

1.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與獎勵機制： 

全校性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獎勵與輔導機制辦法 

1)整體而言，任教三年以上教師每學年至少 6 小時成長活動，任教三年以下教師

每學年至少 8 小時成長活動，並應參加課室觀察。教師評鑑及教學評鑑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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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須依「慈濟大學協助教師整體發展辦法」(附件 2.3.1-1) 經「教師專業發展

委員會」審定個別需輔導項目接受輔導。 

2)教師參加教學專業成長補助：提供每名教師每學年 5000元補助，鼓勵教師參與

校外教學專業成長。 

3)課室觀察：教學經驗未滿三年教師至少參加一次，其餘教師自由參加。完成課

室觀察者，核給獎勵金 1000元 

4)教師專業社群：補助成立專業社群，提供學年性質社群 6 萬元、學期性社群 3

萬元經費補助。 

5)創新教學：獎勵教師創新教學方法。學期性計畫每案至多補助 3 萬元、學年性

計畫每案至多補助 5萬元。 

6)教學助理：由課務組提供教學助理。 

7)網路教學課程：加計授課時數。 

8)開放式影音課程：以學期為單位，完成影音課程拍攝之教師，每門課程核支獎

勵金 3萬元。 

9)教材上網：每學期獎勵 50門課程，發給獎勵金。 

10)數位教材製作獎補助：提供經費補助數位教材製 

11)教學優良教師獎勵：獎勵名額：以全校專任(含臨床教)及專案教師之 5%~10%

為原則。獎項：分為「校級」及「院級」兩類，獎勵金視年度預算予以調整。

100及 101學年度，校級獎勵金 12萬、院級獎勵金 

12)教師傳習制度：由資深優秀教師提供教師評鑑及教學評鑑未通過或有需求之教

師經驗傳承及輔導，並依傳習計畫所需，提供經費補助。101學年度提供每組

傳習團隊至多 2萬元經費補助。 

13)教師諮詢：提供教案設計諮詢及設教師專業諮詢。 

 

2.教師教學專業發展教師參與情形： 

本系教師積極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發展增能活動：(附件 2.3.1-2) 

3.教師教學獎勵情形： 

本系教師獲獎情形：(附件 2.3.1-3) 

2.3.2 教師之教學負擔及提供教師教學所需之空間、設備及人力支援。 

1.教師教學負擔（含相關規定與辦法，及系所教師教學負擔情形） 

本校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規定：本校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標準如下：  

教授：八小時。  

副教授：九小時。  

助理教授：九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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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十小時。  

實習、實驗課程每二小時以一小時計。  

本校教師授課時數之抵減：本校新進講師及助理教授於任教二年內，得依審議通過之

研究室設置計畫或教學計畫，經系所考量其單位之教學負擔審議通過後，送請教務處

核計授課時數時酌減授課時數1-2學分。教師兼任校內行政職務主管者，依其行政職

級任務不同及工作性質不同，得核減授課時數每週二至四小時不等時數。教師參與服

務性工作，得經簽請校長核定後抵減授課時數。從事研究計畫：教師擔任校外研究計

畫主持人，每一計畫得抵減授課時數每週一小時（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每年新台幣十

萬元以上，每週抵減一小時，二十萬元以上每週抵減二小時。），最高以兩小時為限。 

【101學年專任教師授課時數暨抵減時數總表】 

授課教師 職級 

全學年 

應授課 

時數 

全學年 

實際 

授課 

時數 

指導 

研究生 

時數 

行政 

抵減 

從事 

研究 

計畫 

抵減 

其他 

抵減 

王文柄 副教授 324 428.6 18 0 0 16 

林明德 助理教授 324 438.2 0 0 36 32 

孫德珊 副教授 324 407.2 72 0 53 0 

張芝瑞 助理教授 324 358.5 0 0 0 0 

張新侯 教授 288 277.5 72 140 36 6 

陳紀雄 教授 288 307.7 36 0 17 0 

曾若嘉 助理教授 324 371.3 0 0 39 20 

曾英傑 助理教授 324 369.4 72 0 3 8 

黃舜平 助理教授 324 109 0 0 0 0 

溫秉祥 助理教授 324 268.1 72 0 17 2 

靖永皓 助理教授 324 341.6 0 0 11 34 

劉怡均 教授 144 67 18 36 36 18 

劉怡均 副教授 162 193.5 18 36 36 8 

顏瑞鴻 教授 144 167.5 18 36 36 18 

顏瑞鴻 副教授 162 240.2 36 36 18 4 

總計 4104 4345.3 432 284 338 166 

 

2.教師教學空間、設備： 

【教師教學空間】 

本校於民國 91年 03月 20日訂定「系所空間分配準則」 (附件 2.3.2-1)，並分別於 99

年 07 月 06 日訂定「建築物空間分配暨使用管理辦法」(附件 2.3.2-2)、99 年 11 月 23

日訂定「系所及中心空間分配管理要點審查準則」(附件 2.3.2-3)，以做為本校建物空

間分配依循準則，並依據「建築物空間分配暨使用管理辦法」設置「空間規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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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檢討、審議校內空間分配及管理使用等事宜。 

系所空間分配合理，能發展各學院特色及收相互支援之效。 

依據本校「系所空間分配準則」(附件 2.3.2-1)，各教學、研究及行政單位均獲分配足

夠空間，能滿足教師研究、實驗、教學及行政各項需求。本校系所空間分配基準如

下： 

(1)教師研究室及實驗室： 

 生命科學院之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每位分配一間研究室約 5坪及一間實驗

室約 10-15坪； 

 專任講師 2人共用一間研究室約 5坪。  

 主管辦公室：主管辦公室約 5-7坪；兼教師研究室者則分配約 10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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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教師休息室等）。 

 系、所合一約 60坪。 

研究生依學生人數另設自習室，每人約 0.5坪，大學部不設置學生自習室。 

依據前述本校「系所空間分配準則」(附件 2.3.2-1)建立各系所空間資料查詢系統，

以利各系所充分了解所屬空間資料。 

本校校園整體景觀之規劃由校園規劃小組負責，總務處負責執行各公共空間之管

理與協調外，各學院所屬空間由各學院自行規劃運用，本校各教學單位之空間配

置於同一區域，以使教室、儀器設備等資源能有效相互支援使用。行政單位辦公

室設法集中配置，以期收橫向就近協調之效。 

配置足夠的共用教室、實驗室及會議室。 

除上述系所中心行政辦公及教師研究空間，並規劃配置充足的各種一般及專業教

室、會議室，供教學、研究、實驗及會議使用。 

綜合以上說明，本校整體校地及校舍資源充裕，能有效支援各項教學、研究及行政之

用，且空間分配、申請具有公平、公開、合理之申請審核之標準與管理機制，並有充

裕之空間提供師生各項生活機能及休閒運動需求。 

【教師教學設備】 

1)儀器設備涵蓋八大領域，研究資源更廣泛 

慈濟大學貴重儀器中心包含八大核心設施超過 30 項以上貴重儀器，包含流式

細胞分析儀實驗室、DNA分析實驗室、一般儀器設備實驗室、電子顯微鏡室、

共軛焦顯微鏡室、生物醫學奈米實驗室、蛋白質相關實驗室、動物手術暨行為

觀測實驗室。(附件 2.3.2-4) 

2)方便、快速、輕鬆、即時使用貴重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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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顯微鏡室、生物醫學奈米實驗室、蛋白質相關實驗室、動物手術暨行為觀

測實驗室…等由專門技術人員或本校教授提供預約使用服務外，其他核心設施

24小時開放使用，本校師使用核心設施更方便。貴儀中心儀器設備，提網路預

約使用，實驗安排更彈性。 

3)更完整的教育訓練課程 

(1)不定期舉辦現有儀器使用教育訓練，更提供多項儀器新知課程。 

(2)對於第一次使用該設備同學，由研發處技術員一對一指導。或由圖書館 vod

多媒體系統觀看儀器操作多媒體，同學方便在家自習。 

4)研究設備不斷更新、精進學校研究水準 

學校大力支持儀器設備採購，逐年更新本中心儀器設備。 

‧97學年度，高效能核酸樣品分析系統 

‧98學年度，盤式兼管式全光譜分析儀、即時動物行為分析系統 

‧100 學年度，高通量即時螢光定量 PCR 系統、顯微鏡數位影像系統更新、

新添購超高速速子、共軛焦顯微鏡操作電腦更新 

‧101 學年度，自動生醫影像系統、純水主機、微分子動力分光偵測儀、細胞

破碎儀 

‧102學年度，即將更新流式細胞儀、全光譜螢冷光分析儀 

 

3.教師教學人力支援： 

   本系(含碩士班)教學人力的支援主要來自學校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所培訓的教

學助理，本校教學助理的培訓方式與考核依據「教學助理實施作業要點」培育(請參見

附件2.3.2-5)   ： 

(1)為使本校教學助理有效發揮協助教師教學之功能，確保教學助理實施成效，本

校教學助理均須接受8小時之培訓課程，並經認證通過。其中4小時為一般性培

訓課程，由教師專業組於每學期初開設，內容包含學校資源介紹、教學助理工

作職掌、及基本教學技巧(溝通、班級經營等)。另4小時為專業培訓課程，視教

學助理工作性質，由本校環境保護暨衛生安全組開設實驗室新進人員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及各系所針對該系所課程所需為教學助理提供之培訓課程等。 

(2)本校教學助理均須填寫工作誌（若未寫工作誌，則次月之工作酬金延遲發給）

以作為考評依據。學期結束後，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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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師專業組每學期舉辦優良教學助理經驗分享，提供教學助理經驗交流切磋機

會。101學年度共舉辦4場一般教學助理培訓及優良教學助理心得分享，及舉辦9

場數位助理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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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表現優良的教學助理為彰顯其教學熱忱與技能，以全面提升教學助理教學品

質，依本校「優秀教學助理遴選及獎勵辦法」辦理，透過教師評比、學生評比、

TA自評、行政評比(工作誌)等書面資料進行審查後，每學期遴選出總教學助理

人數10%為優秀教學助理，每名發給獎勵金5千元及獎狀乙紙(請參見附錄法規：

慈濟大學優秀教學助理遴選及獎勵辦法)。 

   

※本系(含碩士班)101-1學期優良TA名單：(附件2.3.2-6) 

備註：1012學期優良TA遴選作業，教師專業組將於102-1學期進行，待結果出爐後，另行提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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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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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3.2-8) 

※本系101學年度教學助理協助教卓計畫情形：(附件2.3.2-9) 

 

2.3.3 依據教學評鑑結果提供教師輔導或專業成長機會之情形。 

1.教學評量（教學滿意度）的作法及實施情形： 

  為建立一完整之教學與課程評量制度本校針對大學部及研究所教師進行教學評

量，以落實教學與課程評估與檢討機制，進而增進教學品質，達成教育多元化與專

業化之目的，並針對學生需求，進行課程調整，且根據評量結果妥善規劃本校教育

資源之運用。除了專題討論、專題研究、實習課程不列入調查，課程為單一教師授

課者，以各學期期中、期末考試前後實施為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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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於

暑期上課的課程，只需進行第一次調查。 

 

2.教學評鑑的作法與輔導情形： 

    本系教師每學年須接受教學評鑑，教學評鑑依本校「教學評鑑辦法」施行(請參見附件法

規：慈濟大學教學評鑑辦法)(附件2.3.3-1)，該辦法於100學年度試辦，並於101學年度正式實

施。依本校教學評鑑辦法第二條規定，指標涵蓋課前準備、課堂進行及課後輔導完整教學歷

程3大面向，而教學評鑑項目包括7大項，如下表： 

教學評鑑項目： 

教學歷程面向 本校教學評鑑項目 

課前準備 課程大綱完整性(10%)、教材上網與研發(0~20%)、教學專業成長(10~20%) 

課堂進行 教學滿意度調查(25~35%)、課堂授課(10~30%)、學生學習評量(10~20%) 

課後輔導 學生學習指導(0~20%) 

各評鑑項目計分方式如「教學評鑑施行細則」。本校專任(含延長服務教師)及專案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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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接受教學評鑑，教學評鑑每學年辦理一次，總受評教師排名之後10%(含)且教學評

鑑成績未達76分者，依「協助教師整體發展辦法」規定辦理。，送「教師專業發展委

員會」提供輔導。輔導機制將由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提出具體輔導措施及追蹤考核方

案，並由教師專業組依照輔導方案提供輔導，及定期追蹤考核。追蹤輔導機制簡圖如

下： 

 

 

 

 

 

 

 

 

本系教師101學年度全數通過教學評鑑，簡述如下表：(附件2.3.3-2) 

 

(二) 特色 

1. 在本系學士班必修課程方面，以強調分子生物、人類遺傳為主軸。課程分為四

大學群:1.生物科技與基因體醫學2.人類遺傳疾病及動物模式3.發育及再生醫學

4.癌症生物學。大一以基礎學科為主，包含普通生物、普通化學、微積分以及

生物英文，期望學生先奠定扎實的基礎課程。大二著重生命科學的基本學科修

習，課程以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為主軸。在此基礎上，加入                                                                                                                                                                                                             

人類遺傳相關課程。除了必修科目以外，本系所亦提供選修課程，讓對於特別

主題有興趣的同學修習。為了讓學生能在進研究所之前能有實驗室的訓練，大

三開始，學生需要修習專題研究，需在主合聘教師或本校其他教師實驗室進行

實驗。若學生實驗成果可期，可在大四繼續進行實驗，並修習學士論文。 

2. 在本系碩士班必修課程方面，整合分子生物、人類遺傳學知識成為人類分子遺

傳學、人類分子遺傳實驗技術，即使大部分同學曾於大學階段修習過相關課

程，也必須重新再將重要觀念融會貫通；人類分子遺傳學授課方面主要由本系

具有此專長的教師擔任，人類分子遺傳實驗技術中則以DNA、RNA及蛋白質

現代分析技術為重點 ，而且範圍涵蓋不同的實驗模式系統，建立研究生在實

驗室需要的技術及研究設計的能力。專題討論為訓練學生能做好一個專題演

講，於學期開始由學生或各個研究室提出彙集重要之文獻提供選擇，再經由指

導教授之指導，務求做到確實了解研究文章之重點、作法、發現以及其意義，

在教材準備及講述技巧方面給予最多的指導，以提升其學術口頭表達之能力，

同時鼓勵同學之間能提問來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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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系開授眾多由各主聘及合聘老師主課之選修課程，讓學生由其中選讀其有興

趣或認為重要之課目來研習。有些課程亦邀請慈濟醫院之臨床醫師參與授課，

期能結合基礎與臨床師資，學生也有機會將所學之知識與技術加以應用，達到

相互印證的效果。 

 

(三) 問題與困難 

1. 本系專任師資目前符合需求,為因應教學研究的需要，可再與其他學校及研究機

構合作共同授課，但位於東部地利不便，找尋較為不易，需加強誘因，如增加

時薪福利及共同指導學生。 

2. 近年學生素質有走下坡的趨勢，希望藉由踏實的教學要求及循循善誘的教學方

式以改善其基本知能及態度；另外提供學生獎助金，期使優秀的學生能到本系

就讀；鼓勵本校成績優異之畢業生能直升本系碩士班，以延續其大學時期所執

行之研究課題。 

3. 本系過去比較缺乏實務性課程以及與產業的連結，102 學年度起已有實務性課

程及實習課程的執行。 

 

(四) 改善策略 

1. 本系特別注重加強各個課程之間的彼此連結，以期建立真正的課程整合，由主

聘老師為協調人，進一步集結本系專兼任師資及校內教師之專長；增進師資陣

容，以降低額外之授課時數，並促進彼此之溝通；鼓勵教師多多參加教學研討

會，以增進教學技能及效果之外，亦希望教師能至國內外進修及學習，以充實

本職學能及專業知識。 

 

2. 透過不斷努力的方式，期使學生能主動學習，提出問題，並找尋答案，以培養

其邏輯思考、分析事理及解決問題的能力，進一步應用於課程知識及實驗研究

之中；此外希望學生多方接受資訊、自我學習，鼓勵同儕彼此提攜、討論，成

績評量採以多元方式, 有些作業或報告以小組方式來進行，以增加其溝通表達

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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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項目二之總結 

1. 本系教師組成數量及專長目前尚能滿足課程教學與學生學習，一些教師順利升

等，並穩定於本系所發展。 

2. 課程設計經教師同仁彼此徹底討論，依據教育目標來訂定，以達成基本素養與

核心能力之建立；課程均實施多年，而且逐年改善，教材時時更新，以納入新

近發展之分子及細胞生物、人類遺傳新的知識，因而能與時俱進，不被淘汰，

教師能運用多元教學與學習評量，並且藉由各種機制了解學生學習情形，據以

改進以符合學生及時代的需求，由學生之教學評量及回饋可以得到印證。 

3.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情形健全，適得其分，教學相長，因而樂於傳授知識給下一

代的學生，以培育分子生物及人類遺傳領域的菁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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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一) 現況描述 

3.1 學生組成、招生與入學輔導之規劃與執行情形。 

3.1.1 分析學生組成與特徵作為課程規劃、教學設計與目標擬定之情形。 

1.瞭解學生的來源與分析學生組成與特徵之作法： 

本系透過以下幾個管道瞭解學生特徵 

• 本校校務行政系統綱站「導師系統」資料 

• 本系新生入學之資料建檔與分析 

• 教資中心學測總級分分析及新生入學指考成績分析 

2.分析系所學生組成與特徵之結果： 

  本系學士班學生自 97學年度設立以來每年招收一班(50名)，學生來源如下： 

• 一般高中或綜合高中 

• 僑生/大陸生 

  學士班學生特徵：(附件 3.1.1-1) 

• 著重化學與生物程度佳之學生。 

• 擬於每年新生入學進行調查及分析，逐年累計資料。 

※學士班學生入學方式：繁星計畫、甄試入學、考試分發等多元入學方式 (附件 3.1.1-2) 

※碩士班： 

本碩士班招收學生之主要來源為本校及他校之生物醫學相關科系畢業生，因此本所

在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上，主要以必修課程加強學生分子生物及人類遺傳專業知識能

力，搭配選修課程使學生依照個人需要及興趣，加強相關知識能力，另輔以實驗操作

課程強化學生研究設計能力，此外透過文獻討論及論文寫作等課程提昇學生思辨分

析、學術口頭表達及論文寫作能力，以期能使學生達成本碩士班之教育目標。(請參閱

附表：3.1.1-3 分遺碩士班學生入學方式及來源) 

 

3.1.2 依據教育目標、招生成果、學生表現擬定招生規劃與宣傳。 

1.招生規劃與作法： 

(1)本系依據每年學生報考及報到情形調整招生名額分配 

(2)依據本系學生來源分析及詢問學生意見 

• 積極配合學校相關系所介紹及大學校園參訪活動走出校園增進準大學生對

本系所的認識度。 

• 積極參與大學/研究所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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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專任教師多管道接觸本校大學部學生與指導專題生，並鼓勵學生申請

本系五年一貫。 

• 本系劉怡均教授代表於2013/9/5至印度參與印度教育展協助外籍生招生。(參

閱現場佐證資料) 

(3)本碩士班的報考資格為「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院校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含應屆

畢業生)或具同等學力資格者」，招生對象包含國內外具大專或同等學歷人士，入學方

式分為甄試及考試入學二種方式，另尚有海外聯招及外國學生申請入學的方式可供海

外學子申請就讀。 

2.招生宣傳： 

    本系宣傳方式包括寄送招生海報至各大專院校相關科系、醫院及補習班，同時校

方也透過提升中英文簡介品質、加強網路宣傳及媒體曝光度，與慈濟志業充分合作，

擴展網絡宣傳等方式，吸引大眾注意。(附件 3.1.2) 3.檢討招生計畫與策略 

 本系於 102年 11月 4日之系務會議中決議：成立招生工作小組。 

會議名稱 會議日期 會議議題 會議決議 

系務會議 102/11/4 系務相關 由黃舜平老師及劉怡均老師負責招生工作小組 

 

3.1.3 提供入學新生之輔導機制與情形。 

1.對入學新生（含轉學生、僑外生）輔導之作法。 

學士班: 

(1)系上教師配合學校至各區新生家長座談會，與家長及新生面對面會談幫助了解系上

的相關事務。 

(2)系上學長姐分區舉行迎新茶會，提供學弟妹們入學準備意見及校園生活點滴分享。 

(3)每班設置三位導師輔導新生學習及生活相關事務。 

(4)本校特色為設有慈誠懿德會以家族方式給予學生在學期間生活輔導及關懷。 

(5)系上學生以學伴及學長姐制度來互相鼓勵及幫助系上同學及學弟妹適應學校學習

生活。(附件3.1.3-1) 

(6) 諮商中心針對第一新生進行困擾問題分析(附件3.1.3-2)。碩士班: 

  新生在入學前，本碩士班即舉辦新生報到活動，發給新生手冊，內容詳盡記載碩士

班相關修業規定，並且提供教師進行實驗室介紹的機會，目的使學生對各個教師專

長有深入了解，以供學生選定指導教授之參考；每學期系上舉辦師生座談，了解學

生一學期來的上課情形與感想，並詢問學生對剛結束課程的建議；配合本校的慈誠

懿德會，每個月與學生餐敘，關心學生的生活情形，進行學校、指導教授和慈誠懿

德會的三軌輔導。 

2.對入學新生（含轉學生、僑外生）輔導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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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認識幸福補給站-諮商中心介紹(參閱現場佐證資料)： 

(2) 大一新生班級座談暨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成果：15個場次，共 402名學生參與。 

日期 主題 主講人 參與人數 地點 

101/10/24 
大一新生班級座談暨大學生身

心適應量表篩檢—分遺系 
夏淑怡心理師 分遺 101 共 44人 B202 

(3) 大一導師新生篩檢結果說明會成果 

日期 主題 主講人 參與人數 地點 

102/3/15 大一導師新生篩檢結果說明會 賴妍諼主任 
諮商中心同仁與大一新

生導師 39名 

B503教室 

(4) 碩士班入學新生對於本校實施三軌輔導機制之生活輔導或是對於本系教師共同進

行課業輔導皆非常適應，在課業表現及生活表現上堪稱良好。 

 

3.2 學生課業學習、支持系統及其成效。 

3.2.1 掌握學生學習表現進行分析檢討，以協助學生課業學習。 

1.評核學生達成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之作法： 

  本校訂有「慈濟大學校務行政與教育品質持續改善辦法」(附件 3.2.1-1) 

(1)校級基本素養 

  校基本素養將透過通識中心課程進行評核。 

(2)系所核心能力 

    核心能力由系所訂定，針對每一核心能力規劃相應之課程，制訂各課程達成該核

心能力所佔之權重。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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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102 學年進一步製作每位學生之「學習成效雷達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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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士班:      

學士班除應修畢學士班必修學分外，並以「專題研究」、做為學士班之總結性評量。 

 

碩士班 

碩士班學生除應修畢碩士班必修學分及碩士論文(6學分)外，需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口頭或壁報論文發表，並以碩士論文做為本碩士班之總結性評量。 

2.分析檢討學生學習表現： 

日期 主題 主講人 參與人數 地點 

101/9/5 
認識幸福補給站-諮商中心介紹 

part3 

賴妍諼諮商中心

主任 
大一新生 250名 校本 B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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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所針對學生必修課程，從課程是否符合系所教學宗旨與目標、課程內容是否

滿足學習需求、教師教材是否專業與授課內容準備、評量與測驗方式四個面向進行滿

意度調查。 

3.2.2 提供學習成效不佳學生學習輔導與協助。 

1.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與辦法 

    本系所配合本校教務工作，提供補救教學輔導，對於學生課業成績有期中預警，

學生可以藉由補救教學提生學習效果。導師可透過學校校務行政系統/學生服務網路

查詢該組學生歷年修課記錄、成績與期中預警訊息，即時進行輔導學生。 

2.學生學習輔導之成果 

(1) 授課教師透過教務處學習預警機制，叮嚀預警同學用功讀書。通知導師採取輔導措

施，並評估是否需轉介至諮商輔導組作個別諮商與心理測驗，共同關心學生。  

(2)學習輔導情形與學習成效不佳統計 

學期 學生數 
被預警 

人數 

接受輔導學

生人數 
輔導比率 

接受輔導後改善學習

成效學生人數/人次 
改善比率 

101-1   30 30 100% 19 63% 

101-2   34 28 82% 21 62% 

 

3.2.3 提供學生各項軟硬體學習資源及課業學習支持行為與成果。 

1.軟硬體學習資源：  

(1)一般與專業教室之空間資源： 

    本系所空間涵蓋於勤耕樓四樓 D 區、E 區以及六樓 D 區(參閱現場佐證資料)。有專

門討論室以供中小型上課、會議討論使用；如果空間不足時，可以借用學校一般教室

上課，本所有提供單槍投影機及筆記型電腦供教師上課使用，在專門討論室亦提供錄

放影機及電視等視聽影像系統，讓教具選擇上更加多元化，因此空間及設備均能滿足

教學之需求。圖書及視聽資料由圖書館編列預算專款採購，每次都盡量善用餘款。。 

 

(2)系所研究室與研究設備 

    本系所之研究空間主要分布於勤耕樓四樓 D區、E區以及六樓 D區，每位教師都

分配有大約五坪的辦公室及十五坪左右的實驗室。本校每年會編列預算補助各所購買

教學與研究相關之儀器設備，目前已有共軛焦顯微鏡、倒立螢光顯微鏡等貴重儀器，

不過為使研究工作能更順利推展及精進，將陸續採購其他儀器設備以滿足各教師在研

究工作上需求。 

(3)資訊科技、數位學習資源、圖書儀器設備等資源： 

    學校提供本系所教學教室包含電腦教室(設備含電腦)、一般教室(固定式單槍投影

機、布幕、黑板、有線無線麥克風、課桌椅等)、生物實驗室(實驗桌、顯微鏡、標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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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科目實驗室等。 

本系圖書經費情形： 

圖書種類 101學年 102學年 

中文圖書 10,484 33,214 

西文圖書 64,277 100,306 

電子書 174,621 未結算 

視聽資料 19,094 23,215 

總額 268,476 未結算 

 

(4)其他： 

1.本系所協助新進教師向研發處申請「新進教師研究室設置補助」，新進教師得於

兩年內提出研究室設置申請，生醫領域每位教授150萬、副教授100萬、助理教授60萬；

人社、教傳領域40萬之補助外，每位教師均另標配全套辦公電腦、印表機、辦公桌椅

以及個人實驗室隔間，桌椅設立等基本經費。 

2.本校設有「實驗動物中心」：提供各種研究用實驗動物的獲取及設施之設備的使

用。（詳實驗動物中心網頁） 

3.專業教學實驗室：學校提供較為貴重之公用儀器室、分子生物與生化實驗室及委

託本系教師管理之共軛焦顯微鏡室和基因轉殖實驗室。系所提供之專業教學實驗室包

括模式生物實驗室、低溫恆溫室、細胞培養室、細胞遺傳實驗室等。本校亦有SPF動物

中心和奈米實驗室、電腦教室提供本系所使用外，亦有置放公用高壓滅菌鍋、蒸餾水、

照膠台設備室。 

4.本校圖書館主要提供本系所學生圖書期刊的使用與搜尋，生物醫學相關圖書分中

文與西文圖書，相關領域字典與百科全書，期刊分紙本期刊與電子期刊，許多重要期

刊提供全文檢索服務，藏書量與品質能符合學習需求。本校圖書採取集中制度，所有

圖書均見藏於總圖書館，有關生物醫學及生命科學之中文圖書 2823 冊、西文圖書

2790 冊、中文視聽 743 件、西文視聽 130 件；電子資料庫 25 種、中文電子期刊 354

種、西文電子期刊 10,798種。 

 

2.學生課業學習支持作法： 

(1)行政人力資源： 

    本系所設有一位專職之行政組員及一位專職之實驗室技士負責學生事務。另外，

本系所配合本校教務工作，提供補救教學輔導，對於學生課業成績有期中預警，學生

可以藉由補救教學提生學習效果。導師可透過學校校務行政系統/學生服務網路查詢該

組學生歷年修課記錄、成績與期中預警訊息，即時進行輔導學生。 

http://www.lac.tcu.edu.tw/detail.php?recordID=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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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所經費： 

   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校內預算經費如下 

學年 
校內預算經費 

(包含人事費、業務費、設備費、課業活動費、輔導教學費) 

98 16,118,354元 

99 18,477,595元 

100 20,361,012元 

101 21,584,355元 

102 21,311,959元 

 

(3)學生獎助學金之機制與辦法： 

  ‧為協助家境清寒之本校學生得以順利完成學業，且為培育優秀人才，鼓勵本校學

生積極向學，本校設立多項獎助學金及工讀獎助金，並實施多項獎助學金及工讀辦

法，讓全體學生在校內皆有充分獲得獎助學金及工讀之機會。獎助項目包括學雜費、

實習(驗)費、住宿費、膳食費等項目，視實際需要給予補助。除此之外，本校亦提供

多項就學貸款及學雜費減免優待等，可供學生申請，讓學生能無後顧之憂，專心於學

習及研究。 

 

  ‧本校提供研究生獎助學金之機制與辦法係依『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附件3.2.3-1]，

獎助學金分為： 

  1)【助學金】碩士生每個月3,000元。 

  2)【獎勵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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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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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導師制： 

     學生修課諮詢及輔導，碩士班主要由各學生指導教授任之，而學士班則由組導師

任之，系主任/所長審核。而各課程之學習評量方法、項目與比重，均以主課老師公

佈於教學大綱上的方式進行。 

 

(5)學習諮詢（Office Hour）： 

    系所專任教師固定提供每周至少 4小時的 office hour提供學生有關課業學習等討

論，系所教師每學期初於校務行政系統登錄當學期 office hour時間表，並於教師辦公

室門口公告，以利學生進行課業學習輔導。(附件 3.2.3-2) 

(6)其他： 

   本系不定期舉辦學術演講、參訪與競賽活動，並鼓勵學生參與國內外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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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建置、管理與運用軟硬體學習資源之機制與情形。 

1. 增購各項新式的設備如下： 

  ‧於99 學年上學期已增購二台單槍投影機，安裝在D432 及E407 

  ‧在B201 遠距教室已安裝IRS反饋系統 

  ‧另有多套可攜式IRS系統可在任何教室使用，可使師生在課堂上有即時的互動 

  ‧D602 教室已增設電腦教學設備 

  ‧教室桌面已可放置原文書 

‧D432桌新增數位講桌 

 

2. 本校圖書集中放置校圖書館並有專人管理。本系所儀器、實驗室與專科教室設備設

有管理與借用辦法[附件3.2.4]。本系所公用區域儀器設備如冰箱冰櫃等由系所助理負

責管理，置於教師實驗室的儀器設備由各個專任教師研究室分別管理，也提供教學

使用訓練，比較貴重儀器如Flow cytometer廠商也會舉辦教育訓練等，協助與訓練同

學操作儀器設備。儀器設備設有使用登錄表以及使用規則，儀器設備列有財產清單，

筆記型電腦與單槍投影機等教學設備由所辦公室統一保管，設有借用預約與登錄

表，教室兼會議室、細胞培養共同實驗區，低溫恆溫室。 

3. 學校建置的共同儀器室，由本校研發處貴重儀器管理組負責管理，部分貴重儀器由

相關專業教師提供管理與諮詢，本系所協助學校貴重儀器共軛焦顯微鏡的管理、教

育訓練與諮詢。貴重儀器狀況、維護資訊、使用規範公布於儀器中心網頁，高使用

量的共同儀器Real-Time PCR、DNA sequencer、Flow Cytometer、Fluoresecence 

Microscope等採線上預約。共同儀器室中Real-Time PCR、DNA sequencer、

Fluoresecence Microscope為本系所學生使用率較高的儀器設備。 

 

3.3 學生其他學習、支持系統及其成效。 

3.3.1 支持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與成效 

1.支持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 

    為了提供與鼓勵學生參與課外學習活動，本系所舉辦各類活動包括、學術演講與

其他學校學術交流活動，也鼓勵學生參與國內外學術競賽與學術研討會並發表論文，

增進國際視野與提升研究能力。 

(1)支持學生社團活動之作法： 

   有超過 50%的學生至少選擇參加一個社團活動，選擇社團具多樣性，學生從社團

活動中從事多樣的課外活動，也從社團中學習人文與服務志工的精神。 

(2)支持學生自治團體之作法： 

   系上每年經費支持分遺系系學會所舉辦之所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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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持學生參與國際活動之作法： 

    本系所鼓勵學生參與國際活動，部份教師以個人資源補助學生參加國際會議。另，

本校國際事務中心訂有「慈濟大學學生海外交流補助辦法」，可供學生參與國際活動

時申請相關的經費補助。 

    如本系鼓勵及協助學生參與iGEM(麻省理工學院國際基因工程競賽)，向學校、教

育部及國科會與外交部等單位申請經費至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並獲得2009銅牌、2010銀

牌、2011銀牌、2013銅牌等優秀表現。 

 

 (4)支持學生參與校內外競賽與活動之作法： 

    1.為提升大學部學生學習專業表現內涵，鼓勵學生參與國內外會議論文成果發

表，特訂定「慈濟大學鼓勵大學部學生參加論文成果發表補助要點」。 

2. 為了增加研究生參與學術研討會經驗，提升研究與表達能力，本所鼓勵研究生

完成碩士論文畢業前，需至少投稿1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看板論文或口頭報告，並

且實際參與研討會演講場次，研討會結束後紀錄參與研討會的心得與收穫，寫成

報告與實驗室同學或所上教師一起分享。本系所學生參與校內外各項研討會學習

活動，包括生物醫學年會、慈濟大學生物醫學科技與人文研討會、墾丁分子生物

冬令營、校內發育研討會、校外台灣斑馬魚研究小組等活動。 

    2)為提升學生專業及創新能力，特訂定「慈濟大學學生參加校外學術競賽補助辦

法」。 

    3)為鼓勵學生參加校內外相關之學術競賽與活動，本校研究發展處亦訂有「慈濟

大學碩、博士生研究獎勵辦法」，補助學生參與國內學術論文競賽或研討會之交通費

用。 

 

2.支持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成效： 

本系不定期舉辦各項活動包刮國際化學習活動、學術演講、工作坊、產業參訪、實習

等(附件 3.3.1)。 

 

3.3.2 支持學生生活輔導之作法與成效。 

本校學務處設有生活輔導組與諮商中心提供學生生活輔導相關資訊與資源。導師與慈

誠懿德會雙軌制提供本系所學生生活輔導。1.提供學生三軌輔導之作法與成效 

本系所依據慈濟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大學部各年級設組導師3名，由本系所專

任教師擔任，碩士班生活輔導由論文指導老師擔任，每名大學部導師負責約15名學生

生活、課業、選課等輔導，定期利用班會、系所師生座談會、導師家聚與office hour

對學生進行各項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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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除了學校生輔組與導師等資源外，慈濟組成的輔導志工慈誠懿德會，每

個月與學生舉行聚會，讓學生與慈誠懿德爸爸媽媽分享生活與學習經驗，並於寒暑假

協助導師進行學生家訪，讓學生家長也能瞭解學生在學校求學與生活情況。藉由三軌

輔導的緊密配合流程(附件3.3.2-1)，使學生有充分的支持系統，幫助學生獲得適當輔導

(附件3.3.2-2)。 

(1)本系所導師協助學生生活、課業與生涯輔導，利用與學生舉辦餐敘、座談與晤談等

方式，與大學部、研究生溝通與互動，了解學生生活與課業學習情況，導師、學生

與系所教師並於每個月與慈誠懿德爸爸媽媽聚會，一同互動關心學生學習與生活。

學校每週五下午第1與2堂為舉辦班會、系週會、院校週會以及慈誠懿德會時間，可

以提供導師與系所安排生活與生涯輔導與講座。 

(2)本系所各教師提供本系所大學部、研究生以及其他系所學生互動與討論的時間，晤

談與互動內容包括選課意見、課業學習、生活事務、研究實驗、碩士論文進度、文

獻討論等。本系所導師秉持慈濟教師大愛的精神關心學生，對待學生如子女亦如朋

友，學生也常保持感恩之心尊重師長，導師與學生良好的互動有效幫助導師了解學

生的需求與遭遇的問題，也讓學生能安心的就讀本系。 

(3)慈誠懿德會是慈濟特色的聚會，藉由每個月本系慈誠懿德爸爸媽媽志工與學生的聚

會，有效凝聚導師、全系教師以及學生情感，建立一個良好的互動平台，促進學生

學習信心，也提供除了導師/指導教授、諮商中心之外，關懷與照顧本系學生的重要

資源，慈濟大學特別三軌輔導制度提供了落實導師制的重要後盾。 

(4)本系所教師與其指導之研究生討論時間相當多，除了自己的研究生外，每周至少4

小時的office hour提供大學部與研究生晤談時間，能在此晤談時間與老師討論授課內

容、專業科學文獻、實驗技術、生涯規劃與未來就業等。 

  三軌輔導策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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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學生住宿輔導之作法與成效 

   本校提供優惠且足夠數量宿舍，供有意願住宿之學生申請，碩士班研究生可申請3 

人1間之宿舍；學生亦可依據個人意願申請校外賃居，本校每學期亦請導師進行校外賃

居訪視，了解學生校外住宿環境及生活情形。 

3.提供學生獎助學金與工讀機會之作法與成效 

   本校有多項獎助學金可供本校學生申請，碩士班之碩一及碩二學生每個月可領取助

學金3,000元，除此之外，本系所亦提供許多TA課程助教的名額，讓學生不但可藉此機

會獲得學生工讀助學金，更可學習實驗技術、教學方法及累積教學經驗。 

A. 校內獎助學金、工讀金之設置情形： 

 

1. 研究生獎學金：為了提昇學術研究水準及鼓勵優秀學生報考本校各研究所，依據慈

濟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第四條，研究生可申請獎學金。本校各研究所碩士班一、

二年級及博士班一~六年級，每學期由各所依自訂之標準遴選優秀研究生名單，提報

課務組辦理，經校長核定後，給予一萬元獎學金並頒發獎狀乙紙。 

2. 研究生助學金：依據慈濟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第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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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學助教金：本校設有教學助教實施作業要點，在學研究生可依據此要點申請助教

金，協助協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 

4. 優秀學生入學獎勵金：依據慈濟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第七條，本校為鼓勵優秀

學生入學就讀，凡當學年度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及入學考試獲錄取之正取生（依榜

單名次各取前1/5 者），其學雜費減免二分之一。 

5. 學校提供多種獎學金與工讀機會給大學部學生申請。 

B. 系所學生獲得獎助學金、工讀金之情形： 

 

※101學年碩士班學生領取助學金情況： 

學期 碩一領取助學金人數

及月數 

碩二領取助學金人數

及月數 

領取助學金 

金額 

101-1 7人*6月 1人*6月 144,000 

101-2 7人*6月 1人*4月 1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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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碩士班學生領取助學金情況： 

學期 碩一領取助學金人數

及月數 

碩二領取助學金人數

及月數 

領取助學金 

金額 

102-1 8人*6月 3人*6月 198,000 

102-2 8人*6月 3人*4月 180,000 

 

3.3.3 支持學生生涯與職涯輔導之作法與成效。 

1.生涯與職涯輔導之支持作法： 

1)本系所參與教育部顧問室主辦之「生物及醫學科技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詳見現場

佐證資料)教學活動，在其中一項「幹細胞核心實驗」課程中，安排學生赴慈濟醫學

中心帶參觀慈濟醫院細胞治療流程與 cGMP 等級研製室、臍帶血的處理與活性測

定、更讓學生學習操作成體幹細胞分化及定性分析，由老鼠收集卵及顯微操作等技

術，學生反應頗佳。 

2)本系開設「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生涯規劃」課程，邀請產學界專家分享職涯經驗。

(詳見現場佐證資料) 

3)碩士班各論文指導教授對於所指導之研究生給予適切之生涯輔導。系上教師與慈誠

懿德爸媽們每個月皆與學生聚餐，並同時進行學生學習輔導、生活輔導和生涯輔導。 

 

2.生涯與職涯輔導之成效： 

    除了上課所學的知識技能外，學生更應該拓展自己的視野，從國內外優秀學者的

演講中可以學習更多，本系所積極邀請國內外優秀的學者蒞臨演講，並積極鼓勵學生

參與並提出問題進行交流互動。為加強與產業界進行交流，本系所也邀請生物科技產

業中高階研發主管演講，並請全體研究生共同參與演講與討論，瞭解國內外生技公司

與產業現況。除了本系邀請外賓演講外，本校其他系所也常邀請學者演講，本系將演

講訊息公告並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學年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參與數 

101 

102/5/14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系生涯規劃專題演講

天麒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理 曾傑 
D601 30 

102/5/17 生科院院週會-生涯規劃「從現在看見未來

的自己」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資源

中心執行秘書 許華慧 

B106 演藝廳 生科院師生

109人 

102/5/21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系生涯規劃專題演講

黃信銘博士 
D60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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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畢業生表現與互動及其資料建置與運用情形。 

3.4.1 畢業生學習表現之品質管控機制及運作情形。 

1.建立品質管控機制確保畢業生具備要求之核心能力。 

  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為確保畢業生具備核心能力以上之品質，並達成教育目標。特

依據「慈濟大學校務行政與教育品質持續改善辦法」對應屆畢業生之學習表現，建立

品質管控機制。開設整合式課程，並於修業最後一學年進行總結性評量。 

學士班: 

其能力檢核以知識背景主，因此相關必修課程作為檢核摽準為基礎，加上專題研究與

專題討論兩部份來檢核大學部學生的基本實驗技術與組織表達能力。 

碩士班: 

其能力檢核則以碩士論文來作標準，其涵蓋進一步的專業知識以及實驗操作與問題解

決的能力，加上論文攥寫能力來作為檢核標準。 

學士班與碩士班畢業生能力檢核方式與標準表請參閱附件3.4.1-1 

 

3.4.2畢業生的追蹤調查與互動交流情形 

  本系透過「校友資訊管理系統」及「畢業生流向調查問卷」請校友更新現況並回饋

改善建議，瞭解學生的發展動向以及對母校辦學的意見，定期與畢業生保持良好之互

動，落實畢業生表現追蹤機制，做為評估畢業生表現及精進辦學之參考。並於102/12/6

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邀請畢業校友返校與師長及學弟妹們分享職涯及學涯經驗。 

「系友回娘家活動」照片： 

 

 

 

 

 

 

 

 

3.4.3依據系所定位與教育目標，畢業生之升學、就業、專業、社會貢獻與服務表現 

1.畢業生就業領域分布： 

一、學士班畢業生現況統計 

學年 
學士班 

畢業人數 
升學 就業 服役 計畫進修 待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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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32 
18 

(56%) 

8 

(25%) 

4 

(12.5%) 

2 

(6.25%) 
0 0 

101 36 
20 

(55.6%) 

2 

(5.6%) 

7 

(19.4%) 

1 

(2.7%) 

2 

(5.6%) 

4 

(11.1%) 

 

 

 

 

 

 

 

 

 

 

 

二、學士班畢業生就業領域分布 

學年 
學士班 

就業人數 
研發人員 業務人員 醫護人員 勞務人員 

100 7 4 2 0 1 

101 2 2 0 0 0 

 

學士班100學年～101學年上學期 畢業生升學及就業人數領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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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碩士班畢業生現況統計 

學年 
碩士班 

畢業人數 
升學 就業 服役 計畫進修 待業 其他 

98 12 
2 

(17%) 

7 

(58%) 
0 

1 

(8.3%) 

1 

(8.3%) 

1 

(8.3%) 

99 15 
2 

(13%) 

13 

(87%) 
0 0 0 0 

100 10 
1 

(10%) 

5 

(50%) 
0 

2 

(20%) 

1 

(10%) 

1 

(10%) 

101 8 
1 

(12.5%) 

3 

(37.5%) 

3 

(37.5%) 
0 

1 

(12.5%) 
0 

102上學期 1  
1 

(100%) 
    

四、碩士班畢業生就業領域分布 

學年 碩士班就業人數 生醫研發人員 生醫業務人員 醫護人員 

98 7 5 1 1 

99 13 11  2 

100 5 2 3  

101 3 2  1 

102上學期 1   1 

 

碩士班98學年～102學年上學期 畢業生升學及就業人數領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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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98學年～102學年上學期 畢業生出路人數分布 

 

 

 

 

 

 

 

 

 

 

學

系 

學

制 
教育目標 核心能力 

畢業生出路表現是否與教育目標 

及核心能力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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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碩士班 98 學年~102 學年上學期共

計 46 位畢業生，其中 13%畢業生繼

續攻讀生醫領域之博士班、43%畢業

生從事生醫研發人員如學術研究及

醫療單位之研究助理、生技公司研發

人員等、9%畢業生從事生物醫學領域

之業務人員、11%畢業生則因就讀本

碩士班之後使其原本醫護背景知識

及技術更加精進，而計畫進修的 7%

畢業生其準備考試亦朝著生醫領域

方向準備。綜觀而言本碩士班 83%的

畢業生畢業出路表現均符合本碩士

班教育目標，畢業生們在出路就業表

現均具備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專業

知識、研究設計、思辨分析、學術口

頭表達及論文寫作等核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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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畢業生優良表現： 

  本碩士班畢業生不論在就業或升學狀況、生涯或職涯發展、專業表現與創新、社會

貢獻與服務等方面，都有適切良好的表現。 

碩士班畢業生就業表現如下： 

職稱 人數 服務機構 

國內外攻讀博士學位 
6 

(13%) 
慈濟大學醫科所、台大生化所、台大醫工所、台大生科所 

生醫研發人員/研究助

理 

20 

(43%) 

台大醫院、清華大學、嘉義基督教醫院、國家衛生研究院、財團

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發中心、中國醫藥大學、大林慈濟醫院、

新加坡大學、林口長庚醫院、義守大學附設醫院、康健生醫中心、

國防醫學院 



47 
 

生醫業務人員 
4 

(9%) 
冷泉港公司、德怡科技公司、承洺科技有限公司、華聯生技公司 

醫護人員 
5 

(11%) 
台北國泰醫院、花蓮慈濟醫院、花蓮門諾醫院、桃園敏盛醫院 

 

3.4.4 畢業生表現及畢業生與雇主之意見調查資料之分析與運用情形。 

1.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畢業後1~4年之畢業生及雇主意見調查的結果分析說明如下： 

  因本系100學年度方有第一屆畢業生(97級)兩屆畢業生僅有9名就業中，因尊重同學決

定，大部分同學不願意讓雇主接受問卷調查，目前仍在持續與同學溝通努力中。 

 

2.碩士班應屆畢業生、畢業後1~4年之畢業生及雇主意見調查的結果分析說明如下： 

(1) 應屆畢業生(問卷回收率100%)(參閱現場佐證資料)： 

   本碩士班101學年之畢業生共計8位，其中3位於畢業後短期內即就業，分別為醫檢

師及研究助理，1位畢業生繼續攻讀博士班、3位服役中、另1位目前尚在找尋工作。綜

合8位的問卷結果，其中已就業及升學者均指出學校所學專業課程與工作或升學為非常

相關。 

   對學校整體學習環境的部份，主要希望改善「圖書與儀器設備」、「實驗室/研究

室空間」、「跨校學術合作」、「學生課業輔導」、「學生生活輔導」等。對在學生

建議的部份，主要建議加強「強化專業知能」。多數畢業生都認為本校的基本素養、

核心能力與學校教授課程與工作實務的連結對其工作或升學上是有所幫助。 

(2) 畢業後1~4年之學生(問卷回收率52%)(參閱現場佐證資料)： 

   在學校整體學習環境方面，畢業生認為在「圖書與儀器設備」、「實驗室/研究室

空間」及「跨校學術合作」等方面具有改善空間。對在學生建議則主要為「強化專業

知能」、「跨領域知識」等方面，另外也期望學弟妹們能於就學期間多「培養語文能

力」。畢業生認為提高「專業能力」與「溝通表達能力」對工作最有幫助。而求學經

歷中以「主修科系」對工作幫助最大，其次是「相關工作經驗」。多數畢業生認為本

碩士班「教育目標明確」、「課程規劃能達到設定之目標」、「修課規定要求合理」、

「符合升學與就業的需求」、「課程能與實務接軌」、「師資素質與專長與授課課程

相符」、「教師能有效運用教學與評量方法」、「老師重視課堂教學回饋意見」及「培

育學生在專業領域中具競爭力」。在學習環境方面，大部分畢業生認為達到滿意與非

常滿意的程度。 

(3)碩士班畢業生調查的結果運用情形說明如下(參閱現場佐證資料)： 

1)關於「圖書與儀器設備」方面，畢業生主要反映儀器設備可能需要四樓與六樓不

同樓層來回使用較不便利。但礙於學校空間分配，有些儀器可能無法二個樓層均配

置。 

2)在「實驗室/研究室空間」方面受限於現實情形，再行擴增的機會不大，然本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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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將會在相關會議中討論現有空間規劃與配罝。 

3)在「跨校學術合作」方面，本碩士班有數位老師具有與校外學者的合作計畫，包

括：成功大學、花蓮慈濟醫院。 

4)在「學生課業輔導」方面，本碩士班學生與指導教授均有良好之互動，且系上教

師們均樂於協助指導學生課業問題。 

5)在「學生生活輔導」方面，本碩士班學生除了指導教授關心之外，另有每月之慈

誠懿德會爸媽關懷學生。 

 

(4)碩士班雇主意見調查結果： 

1)雇主問卷需由校友提供雇主資料方能進行問卷調查，因大部份校友不願主動提供

雇主資料，故問卷回收率22%。本次接受問卷調查的雇主雖僅有6位，但雇主普遍

對本碩士班畢業生的工作成效表達滿意的態度，並非常願意繼續聘雇本碩士班畢業

生。另外雇主鼓勵在學生能加強「穩定度與抗壓性」、「表達溝通能力」、「專業

知識與技術」、「發掘及解決問題的能力」等方面的能力。 

2)我們將利用相關的課程與場合，與學生分享職場雇主的建議，本系並已開設產業

實習、實務或關於實驗操作等課程，期望學生主動增進相關的能力。 

 

(二) 特色 

1.符合學生學習需求的課程規劃：依據系所教育宗旨與目標，經由教學暨課程規劃委

員會充分討論，依本系所目標專業學門分群規劃，提供滿足學生學習需求的課程。 

2.學校、導師/指導教授與慈誠懿德志工提供充分學生輔導管道：經由學校學務處提供

充足的資源，導師/指導教授與專業教師提供學校課業、生活、學習與生涯輔導，慈

誠懿德志工提供學生生活關懷與輔助。 

3.系所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各項學習與課外活動。 

 

(三) 問題與困難 

    本系所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學術交流與相關活動，雖然學校有一些補助措施與辦

法，但有些校際交流活動或碩士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目前並無補助辦法，相對減少學

生校外或出國與其他學生交流學習機會。 

 

 

(四) 改善策略 

    本系教師擬運用研究計畫配合款及向國科會申請補助等方式，鼓勵優秀學生出國

參加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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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項目三之總結 

    本系所依據教學宗旨與目標規劃學生學習需求與競爭力的學習課程，專業教師提

供多元的教學內容與評量方式授課，系所提供專業的學習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果與

學習品質。本系所結合學校學務資源、導師、教師與輔導志工多方管道，提供學生課

業學習、生活與生涯輔導。本系所鼓勵學生參與課外活動、社團活動、校際學術交流、

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培養學生國際視野與未來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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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 

(一)現況描述 

4.1 師生研究表現與支持系統及其成效。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時，委員針對研究與專業表現，提出以下建議-宜增加與醫學院醫師

之相關合作研究，以能結合臨床與基礎。本系所於100學年開始新聘黃舜平眼科醫師

（MD / PhD）為本系專任教師，另外，聘任陳嘉祥醫師-精神醫學科; 朱堂元醫師-婦產

科; 胡志棠醫師-腸胃科; 鄭敬楓醫師-小兒科; 葉日弌-醫師家庭醫學科為本系所合聘教

師。第一週期系所評鑑時，委員針對研究與專業表現，另提出以下建議-未來擬待聘之

教授，可考慮增加研究績效良好之正教授，藉此帶領助理教授執行群體研究及提升研

究品質。經與學校反映後，學校已於2011/5/18修訂「慈濟大學客座教授與專家聘任辦

法」。本系資深教授陳紀雄教授(前任系主任)於99學年第1學期末退休，992學期起已成

為學校延聘為本校第一位客座教授。繼續於本系所任教、執行國衛院計畫、指導研究

生及指導年輕教授們。請見現場佐證資料4.1.1-1「慈濟大學客座教授與專家聘任辦法」。

而前慈濟大學校長方菊雄教授，目前應聘為慈濟大學校長室顧問，除繼續於本系所任

教、指導研究生及年輕教授們，亦負責慈濟醫院位於本系所的遺傳諮詢中心，及提供

名額給本系大學部同學至遺傳諮詢中心實習。 

本系所目前有12位專任教師，皆為國內外知名大學畢業之博士，其中有4位教授、2位

副教授及6位助理教授，其中有1位為眼科臨床醫師。另有1位顧問(方菊雄教授)、兼任

教授(陳紀雄教授為前任系主任及所長，99學年下學期至101學年上學期為學校聘任之客

座教授，101學年下學期開始為兼任教授)及7位合聘教師，其中有5位是臨床醫師。 

101學年至102第一學期，全體師生的學術與專業表現摘要如下: 

師生研究著作成果，總計期刊論文35篇，其中有26篇是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 

師生學術會議，研討會論文共16篇，其中有4篇為國際研討會論文。 

教師參與國科會研究計畫，共計15件，核定總經費為49,887,000元。 

教師參與人才培育計畫，共計5件，核定總經費為33,125,420元。 

教師參與非國科會或產學合作計畫，共計14件，核定總經費為14,168,829元。 

大專生參與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共計10件，核定總經費為470,000元。 

4.1.1 支持師生研究表現之機制 

1.支持教師研究表現機制： 

(1)對於新進教師，學校訂定「慈濟大學教師研究獎助辦法」，提供研究室設備費、

校內研究計畫申請、校內配合補助款。為了讓學校鼓勵有獲得校外研究計畫而

提供的 15%配合補助款使用更靈活，修訂「慈濟大學教師研究獎助辦法」，放

寬配合款的使用年限。請見現場佐證資料4.1.1-2「慈濟大學教師研究獎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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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期系所評鑑時，委員針對新進教師的補助提出以下建議-對於新進助理教

授之學校補助金額，宜向學校建議可依其研究領域及其目前已進行研究卓越者

酌量增加，若以 60 萬為上限恐影響助理教授之申請意願。本系所於「自我評

鑑委員會議」形成共識 (2010/6/28)，於「系所評鑑檢討改善會議」(2010/6/29)

向校長、副校長提出「新進助理教授之學校補助金額酌量增加」及「增加新進

教師校外研究計劃相對獎助款」的建議。根據本系所建議，學校已於 2010/8/10

修訂「慈濟大學教師研究獎助辦法」，詳細明訂醫學及生命科學領域新進專任

教師除了新進教師研究室設置費，以教授 150萬、副教授 100萬、助理教授 60

萬之外，新實驗室可另補助 30 萬元實驗室設置工程款。相對於舊辦法中對助

理教授的實質補助，由 60萬為上限，增加為 90萬為上限。整體補助經費之運

用含實驗室水電、實驗桌…等之配置。硬體工程由教師提請本校總務處營繕組

協助建置。且在萬一沒有申請到校外計畫時，可以申請校內個人型研究計畫，

不致於中斷研究。若有申請到校外研究計畫，學校還會提供 15%的配合補助款

(對新進教師有提供前三年 25%的優惠)。本系所 99學年及 100學年到職的曾若

嘉老師及靖永皓老師皆為此獎助辦法的受惠教師。另外，第一週期系所評鑑

時，委員針對研究與專業表現，提出以下建議-宜討論可提高學術研究之質量的

策略，並大幅度加強研究能量。經系上討論後，向學校提出行動方案，放寬甚

至不設限配合款(研究獎勵金)的使用年限，增加使用彈性。向校方反映後，學

校於 2010/9/14修訂「慈濟大學教師研究獎助辦法」，放寬配合款的使用年限，

由原本計畫執行完後一年內用完，改成計畫執行完後三年內用完，增加配合款

的使用靈活度。 

(2) 為了增加學校教師彼此之間的合作，學校訂定「慈濟大學整合型研究計畫實施

準則」。請見現場佐證資料 4.1.1-3「慈濟大學整合型研究計畫實施準則」。 

學校為了鼓勵性質相近的研究團隊組成整合型計畫，訂定「慈濟大學整合型研

究計畫實施準則」，委由慈濟基金會支持校內整合型計畫團隊，並於每年定期(五

月)舉辦的校內學術研討會發表成果，促進學術交流與腦力激盪。本系所張新侯

老師、孫德珊老師及本校醫技系吳文陞老師組成研究團隊，以「登革病毒透過

套模蛋白及抗甲型非結構蛋白抗體所誘發之病理反應」，獲得慈濟大學整合型

計畫(2012/8-2015/7) (請見附件 4.1.2-5)。 

(3) 為鼓勵並提升本校專任教師投稿英文國際專業期刊，學校訂定「教師英文論文

編修補助辦法」。請見現場佐證資料 4.1.1-4「教師英文論文編修補助辦法」。 

為鼓勵本校教師發表研究成果，提昇本校學術研究水準，進而增加國際能見

度，專任教師為論文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並以慈濟大學名義發表於國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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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期刊者，可申請論文編修補助。本系所多位教師為其教師英文論文編修補助

辦法的受惠者。 

(4)對於研究表現良好之教師，學校訂定「學術研究獎勵細則」、「研究效益獎勵細

則」及「慈濟大學研究特殊優秀專任教研人員延攬暨留用獎勵辦法」。請見現

場佐證資料4.1.1-5「學術研究獎勵細則」、現場證資料4.1.1-6「研究效益獎勵細

則」及現場證資料4.1.1-7「慈濟大學研究特殊優秀專任教研人員延攬暨留用獎

勵辦法」。 

「學術研究獎勵細則」旨在鼓勵本校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發展，以教師該年(申請

的前一年)以本校名義發表且已刊登之論文或著作核計標的。獎勵分「研究卓越

獎」、「研究優良獎」和「論文獎」三種。每位教師每年以申請一種獎勵為限。

「研究效益獎勵細則」旨在提升慈濟志業之研究潛力，以本校名義第一或通訊

作者發表之 SCI、SSCI、AHCI、EI 等….論文期刊，計算個人研究效益獎勵金

額，符合申請者得執行本研究效益獎勵專案計畫。另外，依據國科會「補助大

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訂定「慈濟大學研究特殊優秀專任教研人員延

攬暨留用獎勵辦法」，頒發國科會優秀人才獎，期使本校能有效延攬及留任頂

尖研究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本所有多位教師獲得慈濟大學論文獎、研究效益

獎及國科會優秀人才獎 (請見表 4.1.2.C 系所研究成果獲獎及升等紀錄)。 

(5) 為讓教師有更多時間從事研究計畫，學校訂定「慈濟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

要點」及「慈濟大學教師限期升等辦法辦法」。請見現場佐證資料4.1.1-8「慈

濟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及現場佐證資料4.1.1-9「慈濟大學教師限期升

等辦法辦法」。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時，委員針對研究與專業表現，提出以下建議-宜調整教師授

課時數，使其有更多時間從事研究，提升該系之研究能量。為鼓勵教師從事研

究計畫，學校於 2011/11/23修訂「慈濟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其中有

許多有利於教師從事研究計畫的相關規定，如:「教師擔任校外研究計畫主持

人，每一計畫得抵減授課時數每週一小時」、針對新進教師有「本校新進講師

及助理教授於任教二年內，得依審議通過之研究室設置計畫或教學計畫，經系

所考量其單位之教學負擔審議通過後，送請教務處核計授課時數時酌減授課時

數 1-2學分」，本系所 99學年到職的曾若嘉老師及 100學年到職的靖永皓老師

皆為此辦法的受惠教師。另外針對欲升等的教師學校訂有「慈濟大學教師限期

升等辦法辦法」，於擬申請升等之前兩年，得申請每週減授基本授課時數二小

時，至多以兩學期為限。 

(6)為讓本系所教師更瞭解彼此之間的研究增加教師之間情誼及合作的機會互相

http://www.rdoffice.tcu.edu.tw/research/law/慈濟大學研究特殊優秀專任教研人員延攬暨留用獎勵辦法1020306.pdf
http://www.rdoffice.tcu.edu.tw/research/law/慈濟大學研究特殊優秀專任教研人員延攬暨留用獎勵辦法1020306.pdf
http://www.rdoffice.tcu.edu.tw/research/law/慈濟大學研究特殊優秀專任教研人員延攬暨留用獎勵辦法1020306.pdf
http://www.rdoffice.tcu.edu.tw/research/law/慈濟大學研究特殊優秀專任教研人員延攬暨留用獎勵辦法1020306.pdf
http://www.rdoffice.tcu.edu.tw/research/law/慈濟大學研究特殊優秀專任教研人員延攬暨留用獎勵辦法1020306.pdf
http://law.tcu.edu.tw/Law?deptCode=209000
http://law.tcu.edu.tw/Law?deptCode=209000
http://law.tcu.edu.tw/Law?deptCode=209000
http://law.tcu.edu.tw/Law?deptCode=209000
http://law.tcu.edu.tw/Law?deptCode=20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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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彼此研究的能量，本系所有以下幾點措施: 

a.申請全系教師參加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的教師專業成長社團，每個月

由一位教師報告近幾個月的研究成果(請見附件 4.1.1-1)。  

b. 每個月例行的系所務會議中，表揚近日新發表論文的同仁。  

c. 開設系所教師同仁專屬臉書，以分享實驗材料、經驗及資訊(請見附件

4.1.1-2)。 

 

2.支持學生研究表現機制： 

(1) 本系大學部學生於大三上學期，必須進入教師實驗室進行為期半年的專題研

究必修課程，並於學期末時繳交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為了鼓勵同學，於學期末

舉行研究成果壁報競賽，在教學卓越計畫的支持下，給與成果優秀的同學獎狀

及獎金，以茲鼓勵。 

(2) 本系大學部學生專題研究課程研究成果優秀的同學，教師會推薦參加申請國

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並鼓勵同學申請「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將優秀的

大學部同學留下來唸本系碩士班。請見現場佐證資料4.1.1-10「慈濟大學學生

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辦法」。 

(3) 為了鼓勵大學部學生參加校外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學校訂定「慈濟大學鼓

勵大學部學生參加論文成果發表補助要點」。請見現場佐證資料4.1.1-11「慈濟

大學鼓勵大學部學生參加論文成果發表補助要點」。 

(4) 為了激勵碩士班同學研究風氣，於碩士班二年級上學期及下學期一開學時，

舉行研究成果報告，各位教師到場給予意見及評分。 

(5) 為了讓本校碩、博士研究生多參加學術研討會，刺激研究能量，本校訂有「慈

濟大學碩、博士生研究獎勵辦法」。請見現場佐證資料4.1.1-12「慈濟大學碩、

博士生研究獎勵辦法」。 

本校訂有慈濟大學碩、博士生研究獎勵辦法，鼓勵研究生參與國際學術會議，發表

研究成果，提昇國際視野，強化研究效能，並建立國際研究交流合作關係，博士生

可申請赴海外參加國際會議；碩、博生可申請參加國內學術研討會議。 

 

4.1.2 師生研究表現之成效 

1.教師研究表現： 

(1).教師發表論文 

系所或教師可透過「校務行政系統/教務/教師研究成果管理」登錄、查詢教師

研究成果。本所教師除致力提升教學品質外，亦積極參與各項學術研究。本所

http://www.rdoffice.tcu.edu.tw/research/law/慈濟大學碩博士生研究獎勵辦法.pdf
http://www.rdoffice.tcu.edu.tw/research/law/慈濟大學碩博士生研究獎勵辦法.pdf
http://www.rdoffice.tcu.edu.tw/research/law/慈濟大學碩博士生研究獎勵辦法.pdf
http://www.rdoffice.tcu.edu.tw/research/law/慈濟大學碩博士生研究獎勵辦法.pdf
http://www.rdoffice.tcu.edu.tw/research/law/慈濟大學碩博士生研究獎勵辦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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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究成果大多發表於 SCI排名之國外期刊。綜觀本系所教師 101學年至 102

學年上學期，共發表 35 篇論文，其中有 26 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請見表

4.1.2-A 及附件 4.1.2-1)。 

(2).教師參加學術研討會 

本所教師除在研究專業領域表現優良外，並參與多項國內及國際學術研討會等

各種學術交流的機會，提升本所師生的學術專業能力。本系所積極鼓勵師生參

與國內外學術會議，師生每年均有參與國內(如生物醫學聯合會、分子生物夏令

營…)或國際學術會議發表論文。本系所教師 101學年至 102學年上學期，共發

表 16 篇學術會議論文，其中有 4 篇為國際研討會論文(請見表 4.1.2-A 及附件

4.1.2-2)。 

表 4.1.2-A系所期刊論文發表篇數及參加國內外研討會之論文篇數 

                            學年 

種類 
101 102（上） 

SCI、SSCI、AHCI、EI、TSSCI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22 

(16) 

9 

(6) 

發表於具審查制之期刊論文數（上述除外）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1 

(1) 

3 

(3) 

發表國外研討會之論文篇數 3 1 

發表國內研討會之論文篇數 11 1 

(3).教師執行研究計畫 

本系所教師申請研究計畫 101 學年至 102 學年上學期教師參與國科會研究計

畫，共計 15 件，核定總經費為 49,887,000 元(請見表 4.1.2-B 及附件 4.1.2-3)。

參與國科會及教育部人才培育計畫，共計 5件，核定總經費為 33,125,420元(請

見表 4.1.2-B及附件 4.1.2-4)。參與非國科會或產學合作計畫，共計 14件，核定

總經費為 14,168,829 元(請見表 4.1.2-B及附件 4.1.2-5)。 

表 4.1.2-B系所研究計畫件數與金額 

                       學年 

種類 

101-102 

件數 金額 

國科會研究計畫件數/金額 15 49,887,000 

人才培育計畫件數/金額 5 33,125,420 

其他(含產學合作)計畫件數/金額 14 14,168,829 

(4).教師獲獎及升等 

在學校的多項鼓勵教師研究辦法支持下，本系所有多位教師研究成果豐碩，獲

得國科會優秀人才獎、本校論文獎及研究效益獎…等多項獎勵(請見表 4.1.2-C

及附件 4.1.2-5)。第一週期系所評鑑時，委員針對研究與專業表現，提出以下建

議-宜考慮將論文發表篇數列為副教授及正教授升等辦法之一，以能刺激教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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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產量。本系所於自我評鑑委員會議形成共識 (2010/6/28)，重新修訂「慈濟大

學分遺系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請見現場佐證資料 4.1.2-1「慈濟大學分遺系教

師聘任暨升等辦法」)。將論文發表篇數-副教授 (三篇)及正教授(四篇)列為升

等辦法之一，此辦法刺激本系所教師研究能量，而近幾年升等教師即循此新法

升等(請見表 4.1.2-C系所研究成果獲獎及升等紀錄) 。 

表 4.1.2-C系所教師研究成果獲獎及升等紀錄 

教師姓名 研究發表篇數 獲獎及升等紀錄 

張新侯 9 

獲國科會 101及 102年度優秀人才獎 

獲慈濟大學 101 及 102年度研究效益獎 

獲慈濟大學 2012 年論文獎 

劉怡均 4 

獲慈濟大學 102 年度研究效益獎 

獲慈濟大學 2012 年論文獎 

於 101學年度下學期升等為教授 

顏瑞鴻 6 

獲國科會 101年度優秀人才獎 

獲慈濟大學 101 及 102年度研究效益獎 

獲慈濟大學 2011 及 2012年論文獎 

於 101學年度下學期升等為教授 

王文柄 2 

獲國科會 101年度優秀人才獎 

獲慈濟大學 101 年度研究效益獎 

獲慈濟大學 2011 及 2012年論文獎 

於 102學年度上學期升等為教授 

張芝瑞 5 
獲慈濟大學 2012 年論文獎 

於 102學年度上學期升等為副教授 

 

2.學生研究表現： 

A.大學部學生研究表現 

(1).大學部學生專題研究 

本系所自 102學年度起在教學卓越計畫支持下，舉行大學部學生專題研究壁報

比賽，成績優異同學，除了在系週會公開表揚頒發獎狀外，另有獎學金獎勵 (請

見表 4.1.2-D大學部學生專題研究獲獎紀錄)。 

 

表 4.1.2-D大學部學生專題研究獲獎紀錄 

獎項 學生 計畫名稱 指導教授 

第一

名 
田欣榮 

The Effect of PTTG1 Expression on the 

Luteolin-mediated Anti-cancer Activity in Human 

Myeloid Leukemia Cells 

顏瑞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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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 余惠穎 
Potential roles of UTF1 gene associated with 

erythrocytic differentiation 
孫德珊 

第三名 邱語彤、謝旻樺 
Potential roles of genes (BHLHB2 and RIS1) 

associated with megakaryocytic differentiation 
孫德珊 

佳作 

翁亭婷 
Potential role of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kinase 3 (MAP2K3) on erythrocytic differentiation 
孫德珊 

白嘉聖、邱子軒 
Behavioral phenotyping of the alpha1H Knockout Mice 

before and after Trace Fear Conditioning 
劉怡均 

李忠諺、黃羽

均、明揚、吳妮

娜、謝祥恩、蔡

秉頤、柯婷翎 

Hypnoseq 

林光慧 

溫秉祥 

劉怡均 

陳紀雄 

顏瑞鴻 

鄭靜明 

 (2). 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 

本系所教師所指導本校大學部專題生的研究，除了受到各個老師本身的研究

計畫資助外，學業成績優良及實驗成果特殊的學生，亦鼓勵其申請國科會大

專生研究計畫。101 學年度本系大學部同學有 8 位同學獲得國科會大專生專

題研究計畫(當年全校獲得 10 件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其中黃紹藍同學研究

成果優秀，榮獲研究創作獎(請見表 4.1.2-E 大學部學生獲國科會大專生研究

計畫紀錄)。102 學年度本系大學部同學有 3位同學獲得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

究計畫(當年全校獲得 4件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表 4.1.2-E大學部學生獲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紀錄 

學年 學生 計畫名稱 指導教授 備註 

101 

塗惠如 

Cacna1h 基因剔除小鼠接受痕跡恐

懼制約後海馬迴內 MeCP2 下游基

因-FXYD1 及 JUNB之表達  

劉怡均 

目前就讀 

清華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林俐儀 
海膽PRL基因在海膽胚胎發育所扮

演的角色與功能分析  
林明德 目前為本系碩士班五年一貫生 

柯律均 
The Role of hPTTG1 in Maintenance 

of Precursor Status of Leukemia 

Cells  

張芝瑞 目前為本系碩士班五年一貫生 

梁凱琪 

Cacna1h 基因剔除小鼠接受痕跡恐

懼制約後海馬內 MECP2 下游基因

-Crh、Sgk1 及 Sst 之表達  

靖永皓 目前為本校教師專業組助理 

白嘉聖 

Cav3.2 基因剔除小鼠接受痕跡恐懼

制約後海馬內 MeCP2 下游基因

-Reln、Gabrb3及 IGF-II之表達  

劉怡均 目前為本系碩士班五年一貫生 

簡宏任 
棕櫚酸甲酯與硬酯酸甲酯對小鼠乳

腺發育的影響  
曾英傑 

目前就讀 

清華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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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宜萱 

利用阿茲海默症果蠅作為篩選藥物

平台，並且針對篩選出來的有效

藥，探討其藥物機制  

林明德 

目前就讀 

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黃紹藍 
類薑黃素(curcuminoids)影響單核球

參與粥狀動脈硬化斑塊形成之研究  
顏瑞鴻 

大專生研究計畫成果優秀獲選

為研究創作獎 

目前為本系碩士班五年一貫生 

102 

翁亭婷 
Potential role of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kinase 3 (MAP2K3) 

on Erythrocytic Differentiation 

孫德珊  

王冠捷 
PRL基因與果蠅發育過程的功能分

析 
林明德  

簡嘉瑩 
探討 hydroxylate sulfone 對視網膜

神經節細胞缺氧時的神經保護作用 
黃舜平  

 

(3).大專生參加研討會 

102學年有一位大學部同學參加國際研討會(請見表 4.1.2-F大學部學生參與國

內外學術活動記錄及國際交流記錄) 

表4.1.2-F 大學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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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報告或

看板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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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th

 International 

Mammalian Genome 

Conference  

Salamanca, Spain) 

丁姿嘉 

(分遺系) 

看板論文 

 

B.碩士班學生研究表現 

(1). 碩士班學生參加研討會 

本系所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國內外學術會議，碩士班學生 101學年至 102學年

上學期，共發表 8篇學術會議論文(其中有 1篇獲選優良壁報論文獎)，其中

有 1篇為國際研討會論文獲選為 Best Poster Prize (請見附件 4.1.2-6)。 

(2). 碩士班學生發表論文 

本系碩士班學生 101學年至 102學年上學期，共發表 10篇論文，其中有 5

篇為第一作者 (請見附件 4.1.2-7)。 

(3). 碩士班學生畢業論文 

101學年至 102學年上學期本系碩士班共有 9位同學畢業(請見附件 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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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博士班學生研究表現 

本所目前尚無博士班，但是有 6 位專任教師為本校醫學科學研究所合聘教師有收博士

班學生(請見附件 4.1.2-9)。 

 (1). 博士班學生參加研討會 

本系所教師指導醫科所博士班學生 101學年至 102學年上學期，共發表 9篇學

術會議論文(其中有 1篇獲選優良壁報論文獎、1篇獲銅牌獎、1篇獲銀牌獎)，

其中有 1篇為國際研討會論文獲選為 Best Poster Prize (請見附件 4.1.2-10)。 

(2). 博士班學生發表論文 

本系所教師指導醫科所博士班學生 101學年至 102學年上學期，共發表 12篇論

文，其中有 6篇為第一作者 (請見附件 4.1.2-11)。 

(3). 博士班學生畢業論文 

本系所教師指導醫科所博士班學生 101-102學年有 3位同學畢業(博士班學生畢

業論文題目及指導教授請見附件 4.1.2-12)。 

 

4.2 師生服務表現與支持系統及其成效。 

4.2.1 支持師生校內外及國際服務表現之機制 

1.支持教師服務表現機制： 

一、服務類： 

本校依「慈濟大學教學優良導師獎勵辦法」，每年於12月辦理推薦選拔，給予各

學院優良導師之肯定(請見現場佐證資料4.2.1-1「慈濟大學教學優良導師獎勵辦

法」)。 

本系所曾若嘉老師榮獲101學年優良導師。 

二、教學類： 

針對教學類表現，符合「慈濟大學教學優良教師獎勵辦法」者，給予各學院優

良教師之肯定(請見現場佐證資料4.2.1-2「慈濟大學教學優良教師獎勵辦法」)。 

本系所孫德珊老師榮獲101學年優良教師。 

 

2.支持學生服務表現機制： 

一、本校設有慈濟大學學生獎勵辦法，學生有獎勵事實，得由有關單位、本校之教

職員提出具體事實，依據法條予以建議；送業務承辦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

組，生活輔導組依權責會辦，及按行政程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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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學生在校服務有優良表現，堪為他人楷模者，以及參與國內外公益服務活

動及工作，獲得殊榮者等等，依學生獎勵辦法制定獎勵規定，以具體事實予以

獎勵。 

三、為鼓勵本校在學學生赴海外大學進行交換學習、專業實習與志工服務，提升個

人專業知能、增加國際視野、認識異國文化，並提升外語能力。辦理： 

1.姊妹校交換學生計畫 

2.接待姊妹校所薦派之學生至本校學習 

3.執行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 

4.補助學生前往海外參加國際志工服務。 

四、學生可申請課程教學助理及課後輔導小老師之工作，教資中心定期培訓教學助

理與考核，依「慈濟大學優秀教學助理遴選及獎勵辦法」，學期結束後由助理

自評、學生評量及老師考核後，經優良教學助理遴選委員會遴選出總助理人數

之 10%為優良教學助理，給予獎狀及獎金以茲鼓勵(請見現場佐證資料 4.2.1-3

「慈濟大學優秀教學助理遴選及獎勵辦法」)。 

4.2.2 師生校內外與國際服務表現成效 

1.教師服務表現 

本系所教師於課暇、學生事務之餘仍力求提供個人專業知識於校內及校外產、學

界，無論對企業或社會均有貢獻。如擔任導師、各委員會委員、國科會審查委員、

各專業領域學會成員、國內、外專業學術期刊審查委員、擔任他校學位考試委員……

等。 

(1). 教師校內服務表現 (請見附件 4.2.2-1) 

(2). 教師受邀演講 (含校內外研習會、演講) (請見附件 4.2.2-2) 

(3). 教師主持國內外學術研討、座談會、專題講座主持人 (請見附件 4.2.2-3) 

(4). 教師擔任各項計畫、獎項及學術刊物之評審/審查委員 (請見附件 4.2.2-4) 

(5). 教師校外服務及擔任校外口試委員 (請見附件 4.2.2-5) 

(6). 教師參與學會 (請見附件 4.2.2-6) 

(7). 教師協助校內外辦理活動 (請見附件 4.2.2-7) 

 

2.學生服務表現 

本系大學部學生於課餘，亦積極參加志工及各類服務活動(請見表4.2.2-A大學部學

生服務表現)，101學年度大學部學生有2位榮獲優良教學助理 (請見附件2.3.2-2)。

相對而言，碩士班學生課業繁重，且要進行研究，課餘時間較少，但是亦積極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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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各類考試監考人員，101學年度碩士班學生有2位榮獲優良教學助理 (請見附

件2.3.2-2) (請見表4.2.2-B碩士班學生服務表現)。 

A. 大學部學生服務表現 

表4.2.2-A 大學部學生服務表現 

種類 101 102 (上) 

參與志工之人次 122 人次 尚無統計資料 

參與服務性社團之人次 4 人次 4人次 

擔任各類社團幹部之人次 14 人次 尚無統計資料 

擔任班級幹部之人次 56 人次 28人次 

申請弱勢助學服務時數及人數 600小時/12 人 600小時/12 人 

擔任教學助理(TA)人次 22 人次 6人次 

擔任課輔小老師人次 16 人次 5人次 

 

B. 碩士班學生服務表現 

表4.2.2-B 碩士班學生服務表現 

種類 101 102 (上) 

擔任班級幹部之人次 

2 人次  

碩一班代：謝佳倫 

碩二班代：蘇尹正  

2人次 

碩一班代：蔡長達 

碩二班代：吳孝薇 

擔任教學助理(TA)人次 5 人次  2人次 

擔任課輔小老師人次 2 人次  2人次 

擔任大學部各類考試監考人員 43 26 

 

 (二) 特色 

(1)為全國唯一的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本系所專任及合聘之老師多從事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相關研究，且主、合聘教

師中有臨床醫師(如眼科、小兒科、精神醫學科、家庭醫學科、內科、婦產科…

等); 碩士班學生中亦有各科的臨床醫師 (如小兒科、精神醫學科、腦神經科、

泌尿科、內科、整型外科…等)及檢驗師(分子檢驗組)來再進修，讓基礎與臨床

醫學能充份配合。鄰近慈濟醫學中心的遺傳諮詢中心即設置於本系所內，由系

所內之專任教師負責(前慈濟大學校長方菊雄教授及劉怡均老師); 一方面本系

所亦負責校內的「分子生物學」、「人類遺傳學」及「細胞遺傳學」等….理論

及實驗課程，可讓學生由理論到臨床的全面性學習。 

(2)學生與教師比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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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教師均擔任大學部導師，約有10-15名導生不等。從大一到大四相處感情

相當好，畢業後的同學多保持聯絡，每年畢業典禮均有多位同學組團回來看老

師及學弟妹們。每年招生約10名研究生，專任教師數12名，合聘教師5-7名。

每名教師每兩年可收1-2名研究生，有足夠的空間與時間指導學生。由於師生

比例良好，教授與研究生相處融洽，教授有充分的時間了解學生各方面的需

求，進而指導。因而教授和研究生之關係亦師亦友，不但可從課堂中發展學習，

也可從課餘中學習成長。 

(3)研究資源充裕 

學校支持所內研究，大力支持多項貴重儀器的採購，如毛細管全自動DNA定

序分析系統、流式細胞分選儀、恐懼制約行為儀、染色體分析系統(含螢光攝

影設備)、二維蛋白質電泳分析系統、共軛焦顯微鏡….等，對於本系所研究助

力頗大。另外學校研發處的貴重儀器暨共同實驗室內有各種貴重儀器(如電子

顯微鏡、同步定量偵測系統-ABI PRISM 7300 Real Time PCR System、全自動

核酸定序分析系統，皆可申請上網預約使用，研究資源相當充裕。鄰近之慈濟

醫院亦有高階流式細胞分選儀可供預約付費使用，校方研發處有配套優惠方

案。 

 

(三) 問題與困難 

1. 提升系所內專任教師爭取的校外計畫經費及所內師生發表的國際論文質量。 

2. 提升系所上師生參與國內外學術交流。 

 

(四) 改善策略 

1. 為了提升系所內師生發表國際論文的質量，除了針對教師有訂定-慈濟大學學術

研究獎勵細則、慈濟大學教師英文論文編修補助辦法; 針對學生有訂定-慈濟大

學碩、博士生研究獎勵辦法。 

2. 慈濟大學碩、博士生研究獎勵辦法中有針對博士班學生赴海外參加國際會議的

補助辦法，針對碩士班學生，所上會提供國科會、教育部及傑出人才發展基金

會….等各種申請補助的管道給學生，同時教師也會利用學校給與的15%校外計

畫配合款，部分資助碩士班同學出國參與研討會，發表論文，增進同學的國際

觀。 

3. 由於”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是本系特色，研究範圍包括生殖遺傳學、行為遺傳

學、發育遺傳學、藥物遺傳學….等，研究範圍脫離不了醫學，也就是本所的研

究特色，必須環繞著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本系所與慈濟醫院的合作一直很密

https://products.appliedbiosystems.com/ab/en/US/adirect/ab?cmd=catNavigate2&catID=601250&tab=Detail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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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本系所執行的教育部人才培育計畫，亦是學校與慈濟醫院一起努力完成的; 

而醫院的優生保健遺傳諮詢中心，目前即設在系所內(請見項目四-改善策略-附

件1)，由系所內教師負責執行中。除此之外，亦有其他零星雖沒有計畫支持，

但是陸續密切合作中的院校計畫在進行中。 

4. 為增進與本校生科系及鄰近東華大學性質相近系所-生命科學系暨生物技術研

究所的交流，自99學年度開始均有編列預算，每年輪流舉辦兩校三系聯合論文

發表會，增進彼此的瞭解，切磋琢磨研究(請見項目四-改善策略-附件2)。 

 

(五) 項目四之總結 

本系所在研究與專業表現部分有逐年進步的趨勢包括教師爭取的研究計畫(量與總金

額) 、所發表的論文篇數….等，加上99學年新聘請的曾若嘉老師及100學年新聘請的

靖永皓老師及黃舜平醫師的加入，相信本系所研究的質與量會在往後的幾年持續往上

升；另外大學部學生申請到國科會計畫的件數也非常亮眼，碩士班學生發表論文的篇

數也逐年上升中。整體而言，本系所師生的研究與專業表現持續進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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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一) 現況描述 

本系藉由內部檢視與外部檢視收集意見，進行資料量化及分析後，擬訂改善計劃，進

行自我改善，形成一動態循環之回饋機制（如圖 5.1）： 

1.內部檢視：  

  （1）意見蒐集：蒐集教學意見、系所學生意見、系所學生自治團體意見、畢業

生調查意見、畢業生雇主調查意見…等，各管道意見，加上系所 SWOT 分析，以

進行修正調整。  

   (2）會議討論：將意見彙整後提至相關會議討論。意見內容如牽涉「教學暨課

程委員會」或「系教評會」權責範圍時則由該會議討論。最後將決議送交系所務會

議確認並執行。若與「教學暨課程委員會」或「系教評會」無關，則直接送系所務

會議確認並執行。 

  （3）執行修正：依決議執行，視成效加以修正或調整。 

2.外部檢視： 

（1）102-1學年度接受慈濟大學焦點自評 

（2）102-2學年度接受慈濟大學系所自我評鑑 

（3）課程規劃委員會設校外專家代表 

  

圖5.1： 本系自我改善機制圖 

 

 

 

 

 

 

 

 

 

 

 

 

 

5.1 班制之自我分析與檢討機制及其落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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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彙集校內外互動關係人意見、內外部資訊（含系所擬訂之重點觀察指標瞭解辦學

表現）進行自我分析（SWOT）與策略規劃之情形。 

 

1.蒐集師生、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之意見 

本系依據「慈濟大學校務行政與教育品質持續改善辦法」定期分析學生評量結果，同

時蒐集師生、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之意見並進行分析，據此提出「教育

品質自我改善分析報告」，作為擬定本系發展及自我改善計畫之依據。意見蒐集內容、

對象及管道，如下圖： 

 

調查事項 

調查對象 調查方式 

教
師
及
在
學
生 

 

系
友 

 

雇
主 

 

產
學
界
委
員 

 

系
務
會
議 

 

課
規
會 

 

師
生
座
談
會 

 

教
學
評
量 

 

預
警
及
課
輔 

 

晤
談
時
間 

 

系
友
流
向
調
查 

 

雇
主
調
查 

 

教育目標、核心能力  ● 
   

● ● ● 
     

課程規劃、課程設計  ● ● 
 

● ● ● 
      

教師教學  ● 
   

● ● ● ● 
    

學習評量  ● 
   

● 
 

● ● 
    

學習輔導  ● 
       

● ● 
  

學習資源  ● 
     

● 
     

畢業生表現  
 

● ● 
       

● ● 

2.蒐集領域趨勢、評鑑建議，為自我改善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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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系經由內部會議之校外專家收集相關領域發展意見。 

(2)本系經由98學年度系所評鑑及 102學年度自我評鑑，收集相關建議，做為自我改參

考。 

 

3.根據教育與發展目標，擬定觀察重點指標 

重點觀察指標 

(系所自行擬定) 
99學年  100學年  101學年  102學年  

1. 新生入學人數：大學部  48 49 47 46 

2. 新生入學人數：碩士班  7 4 10 8 

3. 休學人次統計：大學部  4 2 3 6 

4. 休學人次統計：碩士班  1 0 2 2 

 

4. SWOT分析與策略規劃 

  因應近年來生物醫學領域的發展及高等教育的變化，本系以SWOT分析策略，進行

檢討分析，列出本系所處之優勢(strength)與劣勢(weakness),以及本系所擁有的機會

(opportunity)及威脅(threats)(表5.4.1.1),從而擬定改善及加強策略（表5.1.4.2）: 

表5.4.1.1：本系SWOT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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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環境 

Opportunities：機會 Threats：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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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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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1.2 本系策略規劃表 

策略規劃 內部優勢（S） 內部劣勢（W） 

外部機會 
（O） 

SO：（強化策略） WO：（改進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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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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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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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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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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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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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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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威脅 
（T） 

ST：（監控策略） WT：（加強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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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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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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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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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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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進行自我改善之情形 

1.行政管理機制能確實有效運作 

  本系行政管理各項會議組織健全，訂有完整的設置辦法均放置於系辦並公告於網

頁，各項會議亦依規定定期召開，會議提案均能充份討論，並達成決議付諸執行，所

有決議事項在下次會議亦確實追踪進度。本系主要會議及運作情形說明如下： 

(1) 系(所)務會議：本系訂有系務會議設置辦法，為本系行政決策會議，其功能為教學、

研究、服務等事項之討論及議決，並做成記錄。會議成員由本系專任及合聘教職員

組成，主席由系主任擔任。必要時得邀請學生代表列席。本會議每一個月召開一次，

可依系務需要由主席召開臨時會議。本系各次系務會議召開情形及會議紀錄請見現

場佐證資料5.1.2-1 

(2)課程規劃委員會：本會之任務為規劃、修訂、審議及評鑑有關本系(所)專業必修與

選修科目課 程與學分及其他教學事宜。本會成員之組成： 

    1.當然委員：系主任(兼召集人）及本系專任教師。 

    2.學生代表：大學部推選代表一名、碩士班推選代表一名。 

    3.校外委員：由系主任遴聘學界代表及業界代表各一名。 

    4.畢業生代表：由系主任遴聘畢業生代表一名。 

    5.除當然委員外，校外委員任期為三年，連聘得連任。 

    6.必要時得邀請本系合聘教師列席與會。 

本會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系主任不克出席時由職務代理人代理。本會須有應出席

人數二分之ㄧ（含）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人數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始得為

決議。本會研訂之課程與其他教學事宜之決議應列入正式記錄，並提送院教學暨課

程規劃委員會審議。本會每學期應至少召開會議乙次，必要時得請召集人召開臨時

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本系各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召開情形及會議紀

錄請見表1.2.3.1。 

(3)教師評審委員會：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訂有設置辦法（附件 5.1.2.-3）,其任務為審

查本系教師之聘任，升等及考核。  

 

(4)自我評鑑委員會：本系訂有系（所）自我評鑑辦法（附件5.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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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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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各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召開情形及會議紀錄請見表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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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期檢討修正 

會議名稱 會議日期 行政管理及師生建議自我

改善相關議題 

會議決議摘要 

教學暨課

程規劃會

議 

98.11.19 洪意涵同學：同學去修生科

系的微生物課程感覺和分

生很相近，可否將本系微生

物課程移至上學期開課且

病毒方面可否多講解一

些。另外同學修習「應用生

物資訊學」時也覺得本身需

要多一些分生和生化的背

景，這樣修課較容易。 

1.張新侯老師：同學的建議不錯，但可能要

等到下學年才能將「微生物學」異動至上學

期。 

2.於 99.11.18 課規會議通過本系「微生物學」

調整至大三上學期上課，即 99學年下學期大

二不開設此課程，調整至 100學年大三上學

期開課。 

98.11.19 洪意涵同學：系上可否開設

就業輔導的課程? 希望是

產業方面的課程規劃。 

1.「生物科技」也會請業界等外面的老師參

與授課，但本系所與產業界交流系列演講仍

會繼續舉行，同學希望在課程中賦予生涯規

劃或就業輔導此功能可能有些困難。 

2.於 99.11.18 課規會議通過自 99-2學期起開

設「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生涯規劃」課程 

100.11.15 

 

洪意涵同學：大四上學期

「專題討論」學生報告時間

太短，下次是否可採分班上

課？讓每位報告的同學時

間較充足。 

張新侯老師：可採用分班上課的方式讓同學

報告的時間較充裕，二班之主課老師分別為

曾若嘉老師及靖永皓老師，但是要採學生自

行選班別的方式？還是以學號強制分班？ 

(表決：學生自行選班別(5票)、以學號強制

分班(6 票)，故以學號強制分班來實施) 

101.4.19 

 

黃詩珊同學：有大三同學反

映大三下學期必修課太

重。經 101/4/20 問卷統計結

果為贊成變動課程者有 38

票，不贊成變動課程者有

29 票。課程異動順序：神

經科學→人類遺傳學概論

(二)→基因體與蛋白質體

學→幹細胞學。 

1.劉怡均老師：於 101/4/20 於神經科學考試

做一簡單調查，問到『如果將神經科學移到

大四上，是否可舒緩修課壓力？（但大四上

如果不過，就沒有重修的機會）』，結果為 

是：13票、否：30 票 

2.張新侯老師：綜合以上調查結果，學生想

異動大三下學期的必修課第一順位為「神經

科學」，但又不想異動至大四上學期，故將「神

經科學」異動至大三上學期開設。 

 101.11.12 蕭宜萱同學：本系大三與大

四分別約有 5~6位同學表

示先上過生理學再上神經

科學會比較輕鬆。  

經系所教師討論過後主課教師已於下年度調

整授課大綱及順序。  

 102.11.4 林依婷同學：班上大約有

30 人想修生理學。 

「生理學」是張新侯老師與謝坤叡老師協調

後，原決定由生理學科郭昶志老師主課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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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會議日期 行政管理及師生建議自我

改善相關議題 

會議決議摘要 

在分遺大三下學期 2學分選修，茲因劉怡均

老師認為「生理學」是三上「神經科學」的

學習基礎故建議「生理學」開設在大二下學

期，另經線上臨時課規會請各位委員投票決

定(共有 4位委員回覆同意開設在大二下學

期、1位委員回覆同意開設在大三下學期)，

並與郭昶志老師連繫協調後決議「生理學」

開設在分遺大二下學期 2學分選修。 

 

  

5.2 自我改善機制與落實情形及其與未來發展之關係。 

5.2.1依據自我分析擬定自我改善策略與系所發展計畫（含系所發展目標） 

1.依據自我分析結果，擬定自我改善策略，持續自我改進 

  本系依據系務會議、課程規畫委員會、自我評鑑委員會畢業生調查、雇主問卷調查

等廣納各方建議並逐漸調整及改善。例於畢業生問卷中提到建議系上能安排實務課程

或事件實習課程以幫助學生在未來職涯方面發展。故於100學年度起陸續開設職涯課程

-大一下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生涯規劃、大四上生醫遺傳產業職涯分析與發展，並在

努力後於102學年度上學期有9名同學至校外單位(慈濟醫院優生保健中心、日祥生技公

司、諾貝爾生技公司)見實習。更在102學年度爭取到國科會及教學卓越計畫分別開設了

實務課程。 

 

 2.自我評鑑與自我改善機制 

  本系訂有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自我評鑑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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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升系

所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之目的。本系第一週期系所評鑑自我改善執行情形如附件

5.2.2-1： 

5.2.2自我改善策略與發展計畫合宜具體並獲得互動關係人之認同 

1.自我改善策略與發展計畫合宜具體 

   本系擬定之自我改進作為與發展計畫合宜且具體可行，內容明確，所需之配套措施

（如經費與人力安排、時程規劃、檢核機制等）規劃合理完善。確實執行以裨益本系

之良善發展，改進不足或有待加強之處，對於突發狀況及事件也能立即召開會議處理

並隨時修正。對於確實無法立即改善之處，也能誠實面對，充分與本系教師及學生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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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取得諒解並盡力降低不利影響。 

2.定期公告自我改善成效 

  本系之自我改善均經相關會議討論通過，會議記錄公告周知本系師生，獲得師生與

校院級單位之瞭解與認可。使師生皆能瞭解本系自我改善與未來發展之方向及其原

由，有機會參與討論與表達意見，並且能認同、支持、配合這些改善方向與作法。 

 

(二) 特色 

由於本系教師之間都有共同的目標，並且能充分配合，因此本系在自我分析、改善與 

發展上有下列各項特色： 

1. 建立良好且完整的自我改善策略。 

2. 定期召開各項會議並訂立明確審核及改善的辦法。 

3. 教師能確實執行各項指標的分工，並能充分的配合及彼此協助。 

4. 遇到問題及困難都能充分討論及解決，並確實制定解決辦法。 

5. 充份與校院溝通聯繫，並積極爭取協助及資源。 

6. 在學學生能充分表達意見，並有完善的辦法及輔導機制。 

 

(三) 問題與困難 

雖然在課程及各方面不斷修正，但碩士生的招收日益困難，尤其地屬東部地區加上國

立大學招生競爭，碩士班學生人數降低，所能收集的意見及畢業生回饋資料減少。 

 

(四) 改善策略 

1.持續建立研究特色，強化五年一貫招生宣傳，並透過優質的學習資源、良好的師

生互動及紮實的研究訓練，積極留住學士班學生就讀本系碩士班。 

2.加入本校「生物醫學全英語學分學程」，招收國際學生，拓展生源。 

 

(五) 項目五之總結 

  本系經由(1)系務會議、(2)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3)師生座談會、(4)自我評鑑委員

會等行政管理運作之機制，隨時提出教師及學生在課業及研究上的問題與困難，並確

實建立自我改善策略，使學生及教師都能明確了解本系的方向及目標。藉此措施提升

學生的學習表現，使學生具備核心能力，養成符合本系教學目標之學生，使學生未來

能夠融入職場，並貢獻一己之力於社會。若遭遇無法解決的問難及問題時，也會說明

並使教師及學生都能充分體諒。使學生及畢業生對本系具備向心力，隨時能提供意見

並給予支持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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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總結 

    本系從前身「分子生物及細胞生物研究所」與「人類遺傳學研究所」的成立到民

國97年合併更名為「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下轄學士班及碩士班，以系所合一方

式運作。就特色而言有下述兩點：(1)本系是國內少數與醫院「遺傳諮詢中心」設置於

同一空間且有密切合作之學系。(2)慈濟相關志業體及慈濟委員所經營的公司之中，對

於生物科技領域的人才有高度的需求，建立相關的教學與研究合作可強化本系在實務

教學上之不足，因此，經由師生的討論，結合學校及慈濟志業體的發展支持，以及SWOT

的分析之後，就多方面進行積極的轉型，在學士班及碩士班均增加實務課程並於學士

班增開業界實習課程。在創新教學及整合教學資源部份積極參與各項教學計畫，其中

包括與台大、中興大及成大生科院共同合作之「國科會生命教育推動計畫」，其中針對

生物科學競賽、產學合作等教學方式進行深化改革。此外本系也積極參與本校教學卓

越計畫特色分項中之轉譯醫學部份，接近研究與臨床應用的距離。為提供學生多元教

學及生涯規劃，本系也提供多元的選修科目並就不同學生需求，提供相關跨領域修習

建議。 

 

    在研究方面，成立教師成長社群，定期分享彼此研究成果，資源共享鼓勵發表論

文及升等。在國科會計畫件數、金額及大專生國科會計畫均有穩定表現。自101學年度

迄今更有4位老師(33%)完成升等，師資結構明顯提升。在學生事務方面，我們持續慈

濟大學特有的「導師、諮詢中心、慈誠懿德會」三軌輔導制度，對課業預警輔導持續

努力並加強課後輔導及教學助理的支持及管理。在畢業生方面持續強化與畢業生及雇

主連繫管道，例如Facebook社群，並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增加畢業生與在校師生交

流。 

 

    這些努力在系務會議、師生座談及系週會等場合進行宣導、討論並以實體網路問

卷或Facebook社群等方式達成推廣及檢核的功能，不斷的重新聚焦及改進。經由系所

的努力以及慈濟大學、慈濟醫院及其他志業體的支持，本系有幸能與國內外友校系所

及產業進行交流並深化改革，希望能因此為國家社會培育新世代專業人才，並達成永

續經營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