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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成立宗旨與沿革 

生物科技是二十一世紀重要的產業，政府積極推動此產業在台灣生根，為了配合

政府政策發展，中正大學也將生物科技納為主要的發展重點，89 學年度在鄭國順校長

與理學院周德璋院長極力推動下成立分子生物研究所碩士班，使得生命科學的教育及研

究在中正大學校園得以萌芽。有鑒於生命科學發展突飛猛進，對人類生活有著鉅大且深

遠的影響，羅仁權校長更積極地推動生命科學在中正大學的發展，於 92 學年度設立生

命科學系。進一步為建立生物科技基礎研究在中正大學之良好基石，為國家培育優秀的

高階生物科技人才，於 94 學年度成立分子生物研究所博士班，展開生命科學之教學及

研究之新頁。 

由於生醫產業是生技產業中的主要重點，故本系所在教學與研究上係以生物醫學

為發展特色，因此特別重視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及細胞生物學等基礎課程，進而引領

學生往後基因體時代生物醫學之研究發展為主軸，所以也由該領域的專任教師開設蛋白

質體學、基因體學、幹細胞學、發育生物學、免疫學、及分子癌症學等進階學習課程，

並實際配合各實驗室之研究領域，探討生物醫學之研究主題。此外，近年來雲嘉南地區

紛紛成立大型醫院，並以發展成醫學中心為目標，如大林慈濟醫院、太保長庚醫院和嘉

義基督教醫院等，為提升這些醫院的研究量能，並增進鄰近大醫院醫生和研究人員在醫

學基礎研究上的互動，故本校於 96 學年度成立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除了有助於雲

嘉地區大型醫院的學術發展外，並提供鄰近醫療院所醫事人員之進修管道，進而促成雲

嘉地區的學術發展及醫界和學界的合作。 

配合教育部系所整併政策，本系各學制於 98 學年度分別更名為生命科學系學士班、

分子生物碩士班、分子生物博士班、生物醫學碩士班。此外，為符應本系以生物醫學之

發展特色，自 106學年度貣生命科學系更名為生物醫學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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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目標 

中正大學成立於民國 78 年 8 月，以校訓「積極創新、修德澤人」的精神，發展成

創新、獨特、卓越、前瞻的高等學府，培養全方位人才，成為國際著名的研究型大學為

設校使命；並以人文與科技並重，結合地區特色並著重跨領域整合，成為國際一流之研

究型大學為校務發展總體目標。民國 97 年，本校(CCU)更以培養學生成為具有競爭力

(Competitive)、體貼並有人文關懷(Considerate)、以及富有團隊精神(United)之優秀人才

為總體教育目標。承繼本校總體教育目標，理學院則以「培養新生代追求自然之真理，

並能更進一步延伸及應用自然現象以增進人類生活及健康之福址，並對人類文明之演進

做出貢獻」為教育目標。 

生醫科學系學士班以培育具紮實生物醫學領域之基本學識，培養執行與分析實驗

能力為主要教育目標。碩博班以培育專精分子醫學領域學理，培養具獨立研究及創作能

力，具醫藥科技跨領域整合能力，並具國際視野、注重專業倫理之研究人才為主要教育

目標。 依據本系教育目標，學生應具備之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如表一。 

      表一：生物醫學科學系學士班教育目標及學生基本核心能力 

教育目標 

培育具生物醫學領域基本學識，並具執行與分析實驗能力

之人才。 

基本素養 

1. 透過專業課程，培育學生生物與醫學相關領域之基本素

養。 

2. 藉由通識教育訓練，培養學生人文與社會關懷之素養。 

3. 在理論推演與實驗操作過程，培養學生團隊合群與積極

創見之精神。 

4. 經由論文閱讀及討論，培養學生發掘、分析、解決問題

及思辯能力。 

核心能力 

1. 嫻熟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及細胞生物學等生命科學領

域基礎之知識。 

2. 操作執行基礎生命科學實驗之能力。 

3. 研讀相關學術論文，並且吸收綜合後得正式報告之技巧

與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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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系組織 

為順利推動系上各項業務之運作，因此本系依任務屬性成立各項委員會，「系務會

議」由全體專任教師所組成為全系最高權力機關，並於下成立「教師評審委員會」(負

責新聘教師之聘任及現任師資之升等案之初審之；「課程委員會」(負責系所課程或學群

規劃)；「招生委員會」(負責各項招生業務並議決本系最低錄取標準及錄取名單)；「動

物實驗管理委員會」(負責規劃及督導本系動物實驗室使用及維護相關事宜)；「共同儀

器管理委員會」(負責督導本系共同儀器室使用及維護等事宜)。105學年度各項委員會委

員名單詳如附錄 3-1，此外也依任務職掌，設有圖書委員、系能源管理執行委員。 

另外，由學士班學生所組成之系學會，負責規劃並舉辦各項學生課外活動及營隊，

並派員參與系務會議及課程委員會，架貣系上與學生間溝通之橋樑。本系組織架構詳如

圖一。 

圖一: 生醫系組織架構 

 

生醫科學系 

系務會議 

招生委員會 課程委員會 共用儀器管

理委員會 

能源執行委員 

圖書委員 

動物實驗管

理委員會 

諮詢委員(專家

學者、系友、學生代表) 

 

教師評審委

員會 

 

系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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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資介紹 

本系隸屬於理學院，現有專任教師 15 名，其中教授 5 名，副教授 10 名，另外，也

分別自醫界及產業界遴聘 8 位兼任師資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眼界且加強與醫界及產業界

的合作。依各教師學術專長開設相關課程 

表一：本系教師學術專長與開課一覽表 

姓名 職稱 學歷 學術專長 開授課程 

張德卿 
專任 

教授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腫瘤病

毒學博士 

人類多瘤性病毒，JC病毒及

BK 病毒之生理、結構、感染

途徑及致癌機轉，基因治療

之研究與運用 

普通病毒學 

高等病毒學 

分子病毒學特論 

基因重組病毒之應用 

分子病毒研究技術 

蕭光明 
專任 

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癌症生物學博士 

人類疾病(如癌症及遺傳性

疾病)之訊號傳導途徑及基

因之調節 

腫瘤生物學 

基因與人生 

三聯核酸重複序列擴增疾

病特論 

黃憲斌 
專任 

教授 

美國康乃爾大學 

生物化學博士 

神經蛋白質、生物化學、酵

素學 

生物化學 

高等生化 

蛋白質技術 

結構生物學 

戴建國 
專任 

教授 

美國南加州大學 

病理生物學博士 
分子癌症學、癌症基因治療 

分子癌症學 

基因治療學 

陳永恩 
專任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病理學博士 

Cancer Immuno-Epigenomics 

癌症免疫表基因體學、系統

生物學、生物資訊 

細胞生物學 

組織學 

訊息傳遞 

腫瘤生物學 

對位性基因體學 

曾銘仁 
專任 

副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 

生物化學博士 

細胞生理學、受體生物學、

生物科技 

生化分析 

幹細胞學 

蛋白質體學 

基礎藥理學 

李沁 
專任 

副教授 

美國羅格斯大學 

微生物暨分子遺傳學博士 
分子生物學、微生物學 

細胞生物學 

微生物學 

高等細胞生物學 

生命科學論文閱讀與寫作 

黃敏郎 
專任 

副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博士 
神經發育學、遺傳學 

普通生物學 

普通生物學實驗 

遺傳學 

發育生物學 

神經科學探索 

生物形態發生學 

蕭淑惠 
專任 

副教授 

美國德州 A&M 大學 

藥理學博士 
神經藥理學、藥物成癮醫學 

普通生物學 

普通生物學實驗 

細胞生物學 

腦部的疾病 

對位性基因體學 

吳淑芬 
專任 

副教授 

國防大學國防醫學院 

免疫學博士 

免疫學、自體免疫疾病之機

轉及治療之研究 

免疫學 

組織學 

實驗動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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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昱瑋 
專任 

副教授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遺傳學博士 

遺傳學 

Cancer Epigenomics (對位性

基因體學) 

遺傳學 

基因體學導論 

對位性基因體學 

基因技術及其生醫應用 

陳浩仁 
專任 

副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 

微免學博士 
RNA 病毒複製機轉之研究 

分子生物學 

高等分子生物學 

核醣核酸分子生物學 

酵母菌遺傳學 

江明格 
專任 

副教授 

美國哈佛大學 

細胞發育生物學博士 
發育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分子生物學 

發育生物學 

生命科學論文閱讀與寫作 

實驗動物學 

高等分子生物學 

李政怡 
專任 

副教授 

美國耶魯大學 

化學博士 

生物物理、生物化學 

生物無機化學、生物奈米影

像 

普通化學 

有機化學 

生物物理化學 

蛋白質生物技術 

周正中 
專任 

副教授 

美國馬里蘭大學 

化工博士 

腫瘤細胞和疾病血液生物標

誌篩選鑑定、抗體基因體工

程、奈米生醫 

生物資訊概論 

生物統計導論 

系統生物學概論 

余俊頴 
專任 

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 

分子醫學博士 
幹細胞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分子生物學 

幹細胞學 

許文蔚 
兼任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院長 

運動傷害、運動醫學下背

痛、脊椎退化等有關骨科相

關疾病 

基礎醫學導論 

賴寧生 
兼任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博士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院長 

自體免疫疾病相關性之研

究、臨床醫學 

人體生理學 

臨床免疫學 

林明炤 
兼任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海洋生物博士 

南華大學自然生物科技系教

授 

生物、生態、環境保育 生態學概論 

呂明錡 
兼任 

教授 

台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

士慈濟醫院大林分院研究部

副主任 

自體免疫疾病相關性之研究

及臨床醫學領域 
人體生理學 

杜東峻 
兼任 

副教授 

中正大學分子生物博士 

嘉義基督教醫院核子醫學科

主任兼醫研部主任 

癌症篩檢及核子醫學 
癌症的認識與核醫檢驗新

科技 

沈正煌 
兼任 

副教授 

中正大學分子生物博士 

嘉義基督教醫院外科醫師兼

醫療長 

泌尿道結石、膀胱腫瘤治

療、腎臟移植 
解剖生理學 

許英昌 
兼任 

助理教授 

英國南漢普頓大學生物化學博

士 

英騰生物科技公司總經理 

碳水化合物的新陳代謝、胰

島素的分子作用機制、血液

幹細胞生長因子的作用機

制、分子及細胞免疫 

生命科學史 

新生技製藥產業 

生物技術與法律 

黃英傑 
兼任 

助理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嘉義基督教醫院急診科主任 

急診醫學、環境急症、危物

事件緊急醫療處置、災難醫

學、緊急醫療網、空中救護 

生物醫學應用 

方瓊瑤 
兼任 

助理教授 

中正大學分子生物博士 

嘉義基督教醫院醫研部轉譯

醫學中心 副研究員 

分子檢驗學、分子醫學、基

因治療、病毒學 
臨床分子診斷特論 

林宏益 
兼任 

助理教授 

中正大學分子生物博士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放射腫瘤

科醫師 

腫瘤放射治療及分子生物 臨床分子腫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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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規劃 

(一) 課程規劃之理念：中正大學為一綜合型大學，地處於雲嘉地區，學校周圍有多家

大型醫院，所以本系在設立時就以發展生物醫學研究與教學為目標，並培養出具有

跨領域的素養，所以在課程規劃涵蓋學生通識素養、基礎科學、基礎生物醫學及跨

領域學程的課程架構。為彰顯此宗旨與本系在生物醫學領域的特色，課程強調生物

醫學基礎知識之奠基，著重理論與實驗的配合。因此本系所聘任的師資專長皆與生

物醫學領域相關，在課程安排方面教師之知識專長皆配合教學科目及內容，並培養

學生實作經驗及技巧、尋找資料及獨立報告的能力。 

(二) 課程架構 

本系配合評鑑逐年檢討並作課程規劃調整，為讓學生學習多樣化、鼓勵學生跨領域

學習，將專業必修學分數逐年調降至 61 學分，並為培養學生專業能力及指引學生選

課，規劃 2 個專業學群(基因體學暨蛋白質體學群、分子與細胞生物學學群)及其他核

心課程(如表 5-4)。學生可依此學群規劃其學習及選課方向。 

表 5-1 生醫科學系學士班 106 學年度各類學分數一覽表 

課程類別 學分數 

通識教育 28 學分 

專業必修 61 學分 

專業選修 

A.基因體暨蛋白質體學群 至少 

12 學分 22 學分 B.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群 

C.其他核心課程  

自由選修 本系或其他學系開設課程 17 學分 

總畢業學分數 128 學分 

各類課程及學分說明如下: (本系 108 學年度入學修業規定詳如附錄 5-1) 

(1) 通識課程分為「基礎通識」與「博雅通識」兩大類。規定必修 28 學分中至少包含

「中英文能力課程」8 學分，其餘 20 學分可選擇修習「基礎通識」下之資訊能力

課程、基礎概論課程，或「博雅通識」下六大向度之課程。(通識修課規定詳如表

5-2)。此外，學生需依規定修習「體育」、及「服務學習課程(含學系與社會兩類)」，

並通過「英文能力」及「資訊能力」檢定等四個項目，方得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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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生醫系學生修習通識教育修業規定 

 

 

 

   

 

 

 

 

              

 

     

       

                                        

                      每向度至少選修 1門課程   每向度至少選修 1 門課程 

                                              

必修 8 學分                          至少修習 20 學分  

 

中正大學學生修習通識教育修業規定、英文能力及資訊能力畢業資格檢定暨實施

辦法及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請參閱新生修業規定手冊，有關本系服務學習課程

執行計畫如附錄 5-2；本校選課頇知及抵免學分辦法詳如附錄 5-3及附錄 5-4。 

(2) 專業必修學分數：106 學年度入學適用之專業必修各科目及開課年級及學分數詳

見表 5-3。 

表 5-3 生醫科學系專業必修科目學分一覽表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大一 

基礎生物數學 4 學分 

觀念物理(一)2 學分 

普通化學 3 學分 

普通化學實驗 1 學分 

普通生物學(一)3 學分 

普通生物學實驗(一) 1 學分 

觀念物理(二)2 學分 

普通生物學(二)3 學分 

普通生物學實驗(二) 1 學分 

有機化學(一)3 學分 

生物統計導論 3 學分 

大二 

有機化學(二)3 學分 

生物化學(一)3 學分 

生命科學實驗(一)1 學分 

分子生物學 4 學分 

生化分析 3 學分 

生物化學(二)3 學分 

生命科學實驗(二)1 學分 

大三 

醫用病毒學 2 學分 

遺傳學 3 學分 

醫用微生物學 2 學分 

生命科學實驗(三)1 學分 

細胞生物學 4 學分 

免疫學 3 學分 

大四 專題討論(一)1 學分 專題討論(二)1 學分 

基礎通識 

資訊 

能力 

課程 

基礎

概論

課程 

中英文能

力課程 

向度 2

能源、

環境與

生態 

 

 

向度 3

人文思

維與生

命探索 

 

博雅通識 

向度 1 

藝術與

美學 

 

向度 4

公民與 

社會參

與 

 

向度 5

經濟與 

國際脈

動 

 

向度 6

自然科

學與技

術 

 

中國語文知

識及應用 

 英文能

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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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業選修學分數：頇包括系上規劃之二個學群及其他核心課程(如表 5-4) 22 學分

(含)以上，且其中由『A.基因體暨蛋白質體學群』或『B.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群』

選修至少 12 學分(含)。 

表 5-4 生醫科學系專業學群及核心課程 

學群名稱 課  程 

A. 基因體暨蛋

白質體學群 

基因體學導論(3)   生物資訊概論(3)    生物物理化學(3) 

蛋白質體學(2)     系統生物學概論(3)  結構生物學(2) 

基因體技術及其生醫應用(2)   表觀基因體學(3) 

分生技術實驗設計(2) 

B. 分子與細胞

生物學群 

幹細胞學(3)       分子癌症學(3)      組織學(2) 

神經科學探索(2)   訊息傳遞(2)      腫瘤生物學(3) 

基礎藥理學(2)     發育生物學(3)    腦部的疾病(2) 

模式生物之生物醫學研究(2)  核醣核酸分子生物學(2) 

解剖生理學(2)     臨床分子腫瘤學(2) 

C. 其他核心課

程 

生物醫學導讀(一)、(二)各 1學分  生物形態發生學(2) 

人體生理學(3)       蛋白質生物技術(2) 

生命科學論文閱讀與寫作(2)       計算機概論(3) 

組織工程概論(3)  生醫材料(3)    環境微生物學(3) 

環境化學(2)      分析化學(3)    奈米材料科學(3) 

若完成本系規劃之「基因體暨蛋白質體學群」與「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群」所屬課程

15 學分(含)者，經系上審核通過後頒給所屬學群之修業證書。 

(4) 自由選修學分數：可選修本系(所)開設之專業課程，亦可選修其他學系專業課程。

此外，本學系開設之通識教育課程、及超修通識 28 學分以外學分數、選修教育學

程、軍訓(護理)類課程、以及語言中心基礎英文課程等均不得計入自由選修學分

數。 

(5) 由於本校為一擁有 7 個學院之綜合大學，結合其他學院課程，能協助同學作跨領

域學習，更貼進就業市場需求。經整理本校相關學系或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相關

課程資訊如表 5-5，建議同學利用在學期間作多元性選課規劃，其中選修通識課程

可列入通識學分、選修其他學系開設之專業課程則可列入自由選修學分。 

表 5-5 通識及校內各學系開設之相關課程一覽表 

類

別 

通識課程 自由選修課程 

領域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學分 開課系所年級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學分 

生

技

管

理 

五 7502005 生化科技產業漫談 3 生醫系/四 2504117 生技製藥產業概論 2 

四 7404017 勞工法與企業經營 2 資管系/二 5302115 醫療資訊系統 3 

四 7406006 財務資訊分析導論 2 資管系/二 5302116 醫療品質管理 3 

四 7406011 財務管理概論 3 資管系/三 5303221 醫療行銷管理 3 

四 7406016 實驗室安全衛生概論 2 資管系/三 5303224 醫務管理 3 

四 7406017 醫療品質管理 2 企管系/二 5202011 財務管理 3 

四 7406020 人力資源管理 2 企管系/三 5203002 人力資源管理 3 

至少

12 

學分 
至

少

22

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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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7406023 工作環境與安全 2     

生

態

與

環

境

科

學 

四 7403009 環境汙染與保護 2 生醫系/二 2502111 生物形態發生學 2 

五 7500007 環境生態與保護 2 生醫系/二 2502115 生態學概論 1 

五 7500008 綠色能源與環境 2 地環系/一 
2351001 

地球與環境科學概

論(一) 
3 

五 7505001 台灣的植物 2 地環系/二 2352011 水文學 3 

五 7505003 糧食與人生 2 地環系/二 2352006 環境生態學 3 

五 7505004 台灣野生動物 2 地環系/三 2353006 環境化學 3 

五 7505005 海洋生物 2 地環系/三 2353007 環境微生物 3 

五 7505007 生物多樣性 2 地環系/三 2353016 環境衛生 3 

五 7506002 地震與防災 2 地環系/四 2354004 海洋學 3 

五 7506004 科技與環境概論 2 地環系/四 2354014 環境污染物分析 3 

五 7506003 認識海洋 2     

生

技

法

律 

四 7404001 法學緒論 2 生醫系/四 2504110 生物技術與法律 2 

四 7404012 職場與法律 2 財法系/三 6303005 商標專利法 (一) 2 

四 7404019 認識智慧財產權 2 法律系 

法制組/三 

6203081 科技法 2 

    6203086 智慧財產權法 2 

    醫管所 5555053 科技法律 3 

生

物

資

訊 

五 7504002 計算機概論 2 生醫系/二 2502114 生物資訊概論 3 

五 7504011 資訊安全導論 2 生醫系/三 2503112 系統生物學概論 3 

五 7504020 資訊科技應用 2 資工系/一 4100003 計算機概論 3 

五 7507006 電腦網路導論 2 資工所 4105915 計算生物學概論 3 

五 7504014 網路與生活 2 資工所 4105911 生物資訊演算法 3 

五 7504012 多媒體網頁設計 2  資工所 4105140 生物特徵辨識 3 

五 7507007 通訊科技與現代生活 2 資工所 4105925 
生物計算方法設計

與分析 
3 

    醫管所 5555030 醫學影像處理 3 

    醫管所 5555045 健康照護資訊系統 3 

醫

學

知

識 

五 7503011 
認識我們的身體-人

體生理學 2 生醫系/一 2501101 基礎醫學導論 1 

五 7503012 急救醫學 2 生醫系/二 2502102 人體生理學 3 

五 7503014 健康與管理 2 生醫系/二 2502105 生物醫學應用 2 

五 7503018 醫療與健康管理 2 生醫系/二 2502116 組織學 2 

五 7503020 衛生保健 2 生醫系/二 2502117 解剖生理學 2 

    生醫系/二 
2502118 

癌症的認識與核醫

檢驗新科技 
2 

    生醫系/三 2503113 基礎藥理學 2 

    運競系/一 3901001 人體解剖生理學 2 

人

文

四 7406015 企業倫理 2 企管系/三 5203006 人文與企業倫理專題 3 

四 7407010 創造力發展 2 成教系/二 3402018 溝通與領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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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養

與

職

涯

發

展 

四 7407012 生命教育 2 心理系/三 3153309 道德發展 3 

四 7407013 職涯規劃 2 犯防系/四 3454131 生涯發展 2 

四 7407014 人際關係與人際溝通 2     

四 7407015 服務學習 2     

四 7407016 生涯知能 2     

四 7407018 
服務學習與生命教

育的實踐 2  
   

(三) 本系各年級課程規劃理念： 

(1)大一以通識及基礎科學養成為主。使學生具有現代知識份子的基本素養，其中，通識

相關課程由本校通識中心統籌涵蓋基本語文能力(國文及英文)、人文素養、社會科

學、自然科學等領域之相關課程，其中基本語文能力 8 學分，人文素養與社會科學至

少各兩科，通識必選共為 28 學分(校必修)。基礎科學方面涵蓋基礎生物數學 4 學分、

觀念物理 4 學分、普通化學 3 學分、普通化學實驗 1 學分、有機化學(一)3 學分、普

通生物學 6 學分、普通生物學實驗 2 學分、生物統計導論 3 學分等課程。選修課程為

生物醫學導讀（2 學分）及基礎醫學導論(1 學分)，加強學生的基礎科學，引導進入

生物醫學的研究領域。 

(2)大二課程以生物醫學基本學識為主。必修的基礎醫學包括生物化學 6 學分、有機化學

(二) 3 學分、生化分析 3 學分、分子生物學 4 學分、生命科學實驗(一)(二)2 學分等課

程。選修課包含組織學 2 學分、生物物理化學 3 學分、生命科學史 2 學分、生物醫學

應用 2 學分、人體生理學 3 學分、生物型態發生學 2 學分、解剖生理學 2 學分、癌症

的認識與核醫檢驗新科技 2 學分。 

(3)大三、大四課程包括生物醫學重要領域知識。本系教師負責普通病毒學 2 學分、遺傳

學 3 學分、微生物學 2 學分、細胞生物學 4 學分、免疫學 3 學分等必修科目授課。這

些必修課程讓學生更進一步打好重要基礎領域知識為學習最新現在生物醫學做準備。 

(4)專業選修包括最新現在生物醫學知識。本系專任教師所開的課程與最新現在生物醫學

知識的專業選修有蛋白質體學、分子癌症學、幹細胞學、生物資訊概論、神經科學探

索、基礎藥理學、訊息傳遞、結構生物學、基因體學導論。本系也藉開設這些專業選

修課程機會更加掌握日新月異的生物醫學領域的最新進展，使本系課程能隨時代演進

不斷更新，以更符合進展快速的生技產業的需要。為指引學生選課，系上規劃之 2

個專業學群分別為基因體學暨蛋白質體學群、分子與細胞生物學學群、及 1 個其他核

心課程(如表 5-4)。學生可依此規劃其學習及選課方向。本系學士班課程架構圖詳如

頁 14。 

(5)實驗課程與鼓勵學生參與本系教師研究室專題、培養學生良好生物醫學研究態度及實

作技巧。本系非常重視科學研究的實作經驗，學士班實驗課程內容從教授基礎實驗工

具與儀器的正確使用，到蛋白質純化、細菌與細胞培養，DNA 重組技術與基因轉殖、

酵母菌遺傳、蛋白質體實驗及果蠅遺傳等，以提供學生多領域研究方向入門的技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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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本系專業選修也開授實驗動物學，要執行動物實驗的學生一定要修過此課程，

且通過考詴拿到證明。本系鼓勵學生於大二暑假可進入本系專任教師研究室從事專題

研究，進而在三、四年級選修「專題研究實驗」課程，經由在各實驗室實際參與，除

了可學習到更多的實驗技巧，進而接受完整的實驗設計的思考邏輯訓練。有關本系『專

題研究實驗』課程規範及申請表如附錄 5-5。 

(6)專題討論以強化同學新知獲取、整理及報告能力。本系專題討論列為必修，訓練學生

閱讀英文文獻資料，統整後上台報告，以培養獨立思考和組織表達的能力。由於生物

醫學研究的進展一日千里，我們的最高目標是藉由此系列課程使同學可以有不斷掌握

新知的能力，以及培養終身永續學習的習慣。有參與專題研究的學生，每星期固定時

間皆要參加指導教授研究室的書報討論與實驗進度報告更強化這方面的訓練。此外本

系專業選修也開設生命科學論文與寫作(2 學分)，加強學生寫作、組織與表達能力。  

(7)生技產業實習課程：聘請英騰生技公司總經理許英昌博士開授「生命科學史」、「生

技製藥產業概論」與「生物科技與法律」由，讓學生瞭解台灣目前生技產業發展現況。

另由本系陳永恩老師規劃「基因技術產業實習」課程，於大三升大四暑期開設，自

100年首次開課安排實習對象以醫藥產業為主，包括明欣生技、國光生技、台灣神隆、

愛之味健康科學所、嘉義基督教醫院醫研部、大林慈濟醫院醫研部等，101年更增加

雅祥生技、康得 2 家公司，各提供 2-3 名實習名額，讓學生利用暑期至該單位實習

1-2個月，藉此了解在課堂上所學習到的基因相關技術，如何在醫學研究單位及產業

界應用，以達學以致用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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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科學系  課程地圖 

 

 

 

 

 

 

 
 

 

 

 

 

 

 

 

 

 

 

 

 

 

 

 

 

 

 

基礎醫學導論 1 

生命科學史 2 

生物醫學應用 2 

癌症的認識與核

醫檢驗新科技 2 

專題研究實驗 4 

新生技製藥產業 2 

生態學概論 1 

生物技術與法律 2 

基因技術產業實

習 1 

 跨領域實驗技術 3 

 跨領域合作專題 4 

 

 功能性基因

體學程 

 組織工程學

程 

 環境生物技

術學程 

 認知科學學

程 

 其他學程 

跨領域學程 

(建議選修) 

 生技管理類 

 生態與環境

科學類 

 生技法律類 

 生物資訊類 

 醫學知識類 

 人文素養與

職涯發展類 

總畢業學分(128學分) 

通識課程 
(28 學分) 

中國語文(4)

英文能力(4) 

 

(20) 

基礎通識 

資訊能力課程 

基礎概論課程 

博雅通識 

六大向度課程 

向度 1-2(各 1門) 

向度 3-5(各 1門) 

專業選修(22 學分) 

專業必修課程(61 學分) 英文能力 

資訊能力 

體育 
0 學分 

一~二年級 

服務學習課程

0學分 
(含學系服務 20

小時及社會服

務 20小時) 

自由選修(17 學分) 

系共同類 他系課程 

A.基因體暨蛋白

質體學群 

 

 基因體學導論 3 

 生物資訊概論 3 

 生物物理化學 3 

 蛋白質體學 2 

 系統生物學概論 

 結構生物學 2 

 基因體技術及其 

  生醫應用 2 

 表觀基因體學 3 

 分生技術實驗設計

2 

B.分子與細胞生

物學群 

 

 基礎藥理學 2 

 幹細胞學 3 

 分子癌症學 3 

 發育生物學 3 

 訊息傳遞 2 

 神經科學探索 2 

 組織學 2 

 腫瘤生物學 3 

 腦部的疾病 2 

 模式生物之生物醫

學研究 2 

 核酸核酸分子生物

學 2 

 解剖生理學 2 

 臨床分子腫瘤學 2 

 生物醫學導讀 2 

 生物形態發生學

2 

 人體生理學 3 

 生命科學論文閱

讀與寫作 2 

 蛋白質生物技術

2 

 計算機概論 3 

 分析化學 3 

 生醫材料 3 

 環境微生物學 3 

 組織工程概論 3 

 環境化學 2 

 奈米材料科學 3 

 

A+B 學群課程(至少 12 學分) C.其他核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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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科學系各年級開課時程架構圖 

一

上 

普通生物學(一)3  普通化學 3   基礎生物數學 4   觀念物理(一)3 

基礎醫學導論 1    

普通生物學實驗(一)1 

普通化學實驗 1 

基因體學暨蛋白質體學群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學群 

 

其他核心課程 

生物醫學導讀(一)1 

計算機概論 3(資工系) 

一

下 

普通生物學(二)3  有機化學(一) 3  生物統計導論 3   觀念物理(二)3 普通生物學實驗(二)1 

  
生物醫學導讀(二)1 

二

上 

     生物化學(一)3         有機化學(二)3       

      生命科學史 2       生物醫學應用 2 
生命科學實驗(一)1 

 

組織學 2 

人體生理學 3 

生物型態發生學 2 

分析化學 3(地環系) 

二

下 

生物化學(二)3       分子生物學 4       生化分析 3      

生態學概論 1   癌症的認識與核醫檢驗新科技 2 
生命科學實驗(二)1 

生物物理化學 3 

生物資訊概論 3 
解剖生理學 2 生醫材料 3(化工系) 

三

上 

遺傳學 3       醫用病毒學 2     醫用微生物學 2 

生物技術與法律 2          

生命科學實驗(三)1 

專題研究實驗(一)1 

系統生物學概論 3 
基礎藥理學 2 

發育生物學 3 

生命科學論文閱讀與寫作 2 

環境微生物學 3(地環系) 

組織工程概論 3(化工系) 

三

下 

細胞生物學 4      免疫學 3 專題研究實驗(二)1 

蛋白質體學 2 

結構生物學 2 

分子癌症學 3 

幹細胞學 3 

蛋白質生物技術 2 

環境化學 2(地環系) 

四

上 

專題討論(一)1 

生技製藥產業概論 2 
專題研究實驗(三)1 

基因體學概論 3 
訊息傳遞 2 

腫瘤生物學 3(生醫所) 
奈米材料科學 3(化生系) 

四

下 

專題討論(二)1 專題研究實驗(四)1 

表觀基因體學 3(生醫所) 

基因體技術及其生醫應用

3(生醫所) 

分生技術實驗設計 2(分生所) 

神經科學探索 2 

腦部的疾病 2(生醫所) 

核醣核酸分子生物學 2(分生所) 

臨床分子腫瘤學 2(生醫所) 

 

       備註: 粗體黑字底線－必修課程；粗體紅字底線—必修實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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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程、輔系、雙主修、校際選課 及直升碩博班 

A. 跨領域學程 

 功能性基因體學程：由本系與化工系、資工系共同規劃。學程設置宗旨與目標

是結合生命科學與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學等學門，以基因體學為切入點，讓學

生學習並瞭解基因體學在疾病之診斷、發生、治療及藥物開發等方面的應用，

推動與訓練新興生物科技之跨領域專業人才。本系二年級（含）以上學生，得

申請本學程。(功能性基因體學程課程規劃如附錄 6-1)  

 組織工程學程：由化工系與本系、心理系及師資培育中心共同規劃，學程之宗

旨及教育目標是培養學生具有組織工程相關之專業知識與技能，以因應後基因

體時代國內生物與醫療產業發展之需要。(組織工程學程課程規劃如附錄 6-2)。 

 環境生物技術學程：由地環系與本系共同規劃，學程之宗旨及教育目標是培養

及訓練學生具備環境科學及生物技術之跨領域專業人才。(環境生物技術學程課

程規劃如附錄 6-3) 

 另外 除了上述與本系相關學程外，本校尚有許多跨領域學程如表 6-1，同學可經由

教務處『跨領域學程』網頁取得各學程修業資訊。 

表 6-1 中正大學跨領域學程一覽表 

學程名稱 承辦單位 所屬學院 

功能性基因體學程 生醫科學系 理學院 

環境生物技術學程 地球環境科學系 理學院 

組織工程學程 化學工程學系 工學院 

軟體工程學程  電機工程學系 工學院 

程式設計學程 資訊工程學系 工學院 

認知科學學程 心理學系 社會科學院 

電子商務學程 製商整合中心 管理學院 

資通安全學程 製商整合中心 管理學院 

管理經濟學程 經濟系 管理學院 

數理經濟學程 經濟系 管理學院 

國際政治經濟學程 經濟系 管理學院 

藝術文物學分學程 歷史系 文學院 

應用英外語學程 語言中心 語言中心 

  

B. 輔系、雙主修、校際選課：學士班學生可依興趣選修他系為輔系、雙主修，也可透

過校際選課至他校選修課程。學校受理輔系及雙主修申請期間約為每年 6 月中旬，

校際選課則是在各校開課前提出申請，中正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請見附錄 6-4；

中正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請見附錄 6-5；中正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要點如附錄

6-6。 

C. 五年一貫學碩士學程：本系為鼓勵本系優秀學生繼續在本系就讀碩士班，依照本校

五年一貫學碩士學位辦法(附錄 6-7)訂定本系五年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施行辦法(附

錄 6-8 )，使優秀學士班學生能延續和深入其研究專題並縮短修習碩士學位時間。 

 



17 

 

D. 逕讀博班：本系學士班應屆畢業生或碩士班學生於修業期間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

力者，可申請修習分子生物博士班博士學位。本校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如

附錄 6-9，本系學生逕讀博士學位考核準則如附錄 6-10。 

另外，為鼓勵學士班成績優秀學生申請五年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或逕讀博士學位，已

於 100年 1月 18日系務會議通過『國立中正大學生醫科學系學生逕修讀碩博士學位獎

勵要點』(如附錄 6-11)，補助學生第一年每月獎學金 4,000元(碩士)或 8,000元(博

士)。 

七、各項獎助及競賽辦法 

A. 校內外獎學金：本系十分重視對於學生的資助工作，每學期皆會主動提供多元化的

獎助資源選擇，一方面希望能為每一位學生爭取最多的資源，以利個人的學習之

自由與自我實現之可能，另一方面也希望對於表現優異的同學達到獎勵的作用，

鼓勵學生努力向學、精益求精。目前可供學生申請之校內及校外獎助學金如(附錄

7-1)。這些資訊除了會公告在學校生活事務組網頁上供學生查詢外，特定日期申請

的獎助學金系辦也會以電子郵件通知。其中針對入學新生或學期成績表現優秀學

生可獲得校方獎學金「校長獎」(如附錄 7-2：中正大學校長獎暨優秀學生培育要

點)。 

B. 專題競賽：本系為鼓勵學生從事專題研究，並鼓勵表現優異同學給予獎勵特制訂生

醫系學士班論文壁報競賽活動實施辦法(如附錄 7-3)，於每學年上學期開學後舉辦

學生研究成果展-專題競賽活動，於下學期畢業典禮前夕則舉辦壁報競賽，以上均

由本系教師評審。此一競賽的目的是讓修習專題研究的同學，藉此機會將自己的

研究成果製成投影片並以口頭報告方式或製作成壁報呈現出來，同學間可互相觀

摩切磋，以激勵自己進步。表現優秀學生可獲得獎學金及獎狀，並公開頒獎表揚。， 

C. 大專生專題研究：本系有參與專題研究的學生，在指導老師的協助下向科技部申

請，由科技部核定名單，於該年的七月至翌年的二月執行計劃，每月補助學生研

究助學金 6 千元，8 個月合計補助 4 萬 8 千元。獲得補助的同學在指導老師的指導

下進行其專題研究。計劃結束後二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研究成果優異者可獲科

技部頒發獎狀及獎金。 



18 

 

八、雙聯學制、國外姐妹校交換學生 

為拓展學生視野，增進國際學術合作，加強與國外大學校院學生之交流學習，

本校已制訂「國立中正大學與國外大學校院辦理跨國雙聯學制實施辦法」(如附錄

8-1)，本辦法所稱跨國雙聯學制，係指本大學與國外大學雙方依簽訂合約，協助所

屬學生於原大學修業達一定期間後，至對方大學進修，並於符合雙方畢業資格規定

後，由本大學與國外大學共同或分別頒授學位。依本辦法與本校合作辦理跨國雙聯

學制之國外大學，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頇為與本大學簽訂相關學術交流協議之國外大學。 

二、 頇為外國當地有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認可，並經我駐外單位查證屬

實之大學校院。 

目前本校已與國外 60 所大學(分布於美洲、亞洲、歐洲與大陸)締結姐妹校，

其資訊及申請方式請參閱本校國際事務處網頁 http://ciae.ccu.edu.tw/。另外，本校為

協助學生出國選修課程以拓展國際視野，也制訂「國立中正大學學生赴國外進修暨

交換學生出國修讀實施要點」(如附錄 8-2) ，本要點所稱「交換學生」係指所進修

之國外大學與本大學訂有學術交流合作協定，並經本大學甄選者。本要點適用對象

及其限制： 

一、 本大學學士、碩士、博士班學生；但休學生不得提出申請。 

二、 交換學生為外國學生或僑生者，不得交換至原屬國家。 

符合前條所訂資格之學生均得申請參加交換學生之甄選，該項甄選作業由本

大學國際處辦理，必要時得移請相關系所審查。甄選完成後合格名單將送教務處陳

請教務長、校長核定。甄選交換學生名額以本大學與交流學校之協議為準。申請學

生經本大學核定錄取後，頇於規定期限內備齊相關文件，交由國際處憑以具函向交

換學校推荐，俟其核覆方為交換學生。國際處將據以通知學生辦理出國手續並陳報

教育部備查。 

檢附與本校諦結姐妹校中具有生命科學相關科系之大學名冊(如表 8-1)供同學

參考。另外，國際處也會隨時更新國外姐妹校資訊，有意申請者可隨時上該中心網

頁查詢本校最新締結姐妹校之資訊。 

表 8-1：本校國外姊妹校具有生命科學相關科系之大學清單 

國家 中文/英文校名 相關科系 

美國 
加州州立大學聖伯納第諾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San 

Bernardino 

College of Nature Science,Biology 

日本 
東北大學/Tohoku University 

College of Science, Biology 

日本 
北海道大學/Hokkaido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Life Science 

韓國 高麗大學/ Korea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and 

Biotechnology 

http://ciae.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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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成均館大學/Sungkyunkwan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 Life Science 

韓國 東亞大學/Dong-A University 
Colleg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Life 

Science 

蒙古 
蒙古國立教育大學/Mongolian State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he school of natural sciences, 

Biology Program. 

大陸 南京大學 生命科學院 

大陸 廈門大學 生命科學院 

大陸 北京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院 

大陸 武漢大學 生命科學院 

大陸 大連理工大學 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 

大陸 中山大學 生命科學院 

 



20 

 

九、課程大綱 

有關本校各學系(所)開授之各項課程內容及教學大綱，可從學校網頁『教學課程帄台』

網站查詢到，以下整理本系歷年開授必修及選修課程之教學大綱。 

必修科目 

年級 科目編號 中文名稱 學分 授課教師 教學目標 

大一 

2501001 普通生物學(一) 3 
黃敏郎                            

蕭淑惠 

使學生得到生命科學的基本知識，奠定學習專業科

目的基礎 

2501002 
普通生物學實

驗(一) 
1 

黃敏郎                            

蕭淑惠 

讓學生親手操作生命科學的基本實驗 學習正確的

實驗態度與技能 

2501003 普通化學 3 李政怡 

提供學生化學知識之基礎訓練。對化學物質、反應

之特性以及物理/化學/生物相關之領域建立完整初

步之概念. 

2601107 普通化學實驗 1 化生系支援 

提供學生基礎化學實驗訓練。由各種儀器的實際操

作去體驗各種儀器的原理及應用，對化學物質、反

應之特性以 及物理/化學相關之領域建立完整初

步之概念。 

2101017 基礎生物數學 4 數學系支援 

This course provides an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material listed in the syllabus to the 

students to pursue their careers in life sciences. 

2201023 觀念物理(一) 2 

物理系支援 

日常生活處處有物理，引導學生以科學眼光來看世界。

科學知識並不是我們教學之目的，而是傳授掌握方法與

精神，讓學生藉由探索思維過程來認識科學發現的歷程

與進展。本課程教材將搭配物理學影集系列-「科學的足

跡」。 
2201024 觀念物理(二) 2 

2501004 普通生物學(二) 3 
黃敏郎                              

蕭淑惠 

提供對生命科學有興趣者一個了解當今生物學發

展的入門介紹，以幫助學生建立好的生命科學基

礎，以期能為將來更高深的領域探索。 

2501005 
普通生物學實

驗(二) 
1 

黃敏郎                          

蕭淑惠 

輔助生物學上課之內容，使學生能由實驗操作觀摩

中更了解生物學，並同時學習如何設計、證明實驗

來探索科學之真相 

2501006 有機化學(一) 3 李政怡 

介紹有機化學的基本知識，使學生學習有機分子的

結構鑑定方法、有機化學反應、官能基與反應性之

關係、化學轉化的機制。 

2501008 生物統計導論 3 周正中 
介紹統計方法如何應用在生物醫學領域,並利用統

計方法來作資料處理及數據分析 

大二 

2502001 有機化學(二) 3 化生系支援 

教授學生了解化學反應之基本原理，以分子層次的

認識與反應機制之推導，建立生化反應的基礎知

識。 

2502011 生物化學(一) 3 黃憲斌 
教授學生了解細胞代謝，生合成與細胞功能之調控

機制 

2502012 生物化學(二) 3 黃憲斌 
教授學生了解細胞代謝之整合，細胞信息傳遞機制

與基礎分子生物學 

2502014 
生命科學實驗

(一) 
1 黃憲斌 

輔助生物化學上課之內容，使學生能由實驗操作觀

摩中更了解生物化學，並同時學習如何設計、證明

實驗來探索科學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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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2007 分子生物學 4 
江明格                           

陳浩仁 

介紹分子生物學的發展歷史及最新研究成果，研究

分子生物學所利用的技術，DNA、RNA 及蛋白質

的結構與功能，基因表現及基因複製的調控，以及

基因體的結構。除此之外，本課程另會教導學生有

效地閱讀科學論文, 並與他人作科學上的溝通。 

2502016 
生命科學實驗

(二) 
1 蕭光明 

輔助分子生物學上課之內容，使學生能由實驗操作

觀摩中更了解分子生物學，並同時學習如何設計、

證明實驗來探索科學之真相 

2502017 生化分析 3 曾銘仁        

本門課是連續基礎分析化學和生物化學的中階課

程，在使學生了解以光譜學、電化學和層析法來分

析真正生物樣品的基礎原理和應用。 

大三 

2503001 普通病毒學     2 張德卿 

教授大學部學生各種病毒學相關概念及知識及目

前相關研究進展及結果提出報告並詳加介紹並討

論，以期使學生吸收相關知識。 

(108 學年改為醫用病毒學) 

2503002 遺傳學 3 
黃敏郎                            

呂昱瑋 

使學生熟悉遺傳學的基本知識，了解遺傳學的原理

及其應用 

2503007 微生物學 2 李沁                                 
介紹微生物之結構及其分子機轉、微生物之種類及

簡介、免疫學簡介。(108 學年改為醫用微生物學) 

2503008 
生命科學實驗

(三) 
1 李沁  

輔助微生物學上課之內容，使學生能由實驗操作觀

摩中更了解微生物學，並同時學習如何設計、證明

實驗來探索科學之真相 

2503005 細胞生物學 4 
蕭淑惠                             

陳永恩 

To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function cellular 

mechanisms of eukaryotic cells 

2503006 免疫學 3 吳淑芬 

In this lecture, students will learn about what is the 

immune system, the cells and molecules against 

pathogens and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s of the 

immune system and pathogens. 

大四 

2504002 專題討論(一) 1 
黃憲斌 

江明格 
藉由本課程讓學生瞭解現今分子生物學的發展與

最新知識。此外亦將訓練學生研讀分子生物學科學

期刊論文之能力以及訓練學生對科學性研究結果

之分析及表達能力。 2504003 專題討論(二) 1 
黃憲斌 

江明格 

專業選修科目 

開課

年級 
科目編號 中文名稱 學分 授課教師 教學目標 

大一 

2501101 基礎醫學導論 1 許文蔚 
介紹精神科學.臨床病理學.骨科學.健康與醫

學及運動醫學等基礎醫學概論 

2501102 
生物醫學導讀

(一) 
1 

蕭淑惠/ 

黃敏郎 

1.學習以有效率方式吸收英文專業知識。 

2.熟悉生物學專有名詞。 

3.養成以英文吸收專業知識的習慣 2501103 
生物醫學導讀

(二) 
1 

大二 

2502102 人體生理學 3 
曾銘仁 

呂明錡 

由組成人體的細胞開始,逐步進行至各器官系統。

將實際的應用穿插於基礎的知識中,在生動中對人

體的生理學,建立初步的認識與了解 

2502105 生物醫學應用 2 黃英傑 

介紹內科學.兒科.外科.婦產科.急診醫學.實驗診斷

醫學.影像醫學.遠距醫學.標靶治療.心節律器至人

造器官.美容醫學.新興傳染病等生物醫學應用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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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2109 生命科學史 2 許英昌 

從達爾文與進化論開始介紹至近代 DNA.基因解

碼.RNA.愛滋病.禽流感及幹細胞研究等讓學生了

解生命科學發展史 

2502111 
生物形態發生

學 
2 黃敏郎 

使學生認識校園中之動植物,並藉由動植物之形態

觀察.培養觀察力.進而探討生命現象 

2502113 生物物理化學 3 李政怡 
統整物理與化學的基礎，結合新穎技術，進行生物

課題的探討，培養分析問題與科學研究的能力 

2502114 生物資訊概論 3 周正中 

培養學生基本分子生物學相關知識，使其瞭解如何

以資訊科技蒐集、整理、分析大量的生物序列和實

驗資料；進而具備基本跨領域的素養去探索基因、

蛋白質、疾病之間的關係。 

2502115 生態學概論 1 林明炤 

根據生態學論述，指出生物個體、族群、群聚、生

態系和生物圈間之交互作用，並強調出綠色運動、

生態管理、保育復育、環境科學和生態健全之新興

思維。課程中亦將引述生態學者之重要研究，以讓

學生對自然生態有更進一步的瞭解，進而洞悉生

物、環境、生態乃至人類間的依存關係，強化彼此

共存的永續理念。 

2502116 組織學 2 
吳淑芬 

陳永恩 

介紹細胞、組織及器官的顯微解剖構造，細胞內各

分子組成細胞及組織的結構，藉由一些染色的方法

或特殊染色在顯微鏡下顯現個細胞或組織的型態

及解剖構造。 

 2502117 
解剖生理學

(107_2 新開) 
2 沈正煌 

解剖生理學的內容著重在人體各組織的基本結

構、功能，本課程針對基本之緒論、組織、皮膚、

及骨骼系統方面加以講解，使學生了解人體的解剖

構造、特徵及功能。 

 2502118 

癌症的認識與

核醫檢驗新科

技(107_2 新開) 

2 杜東峻 

癌症高居國人歷年死因之首，瞭解癌症之臨床症狀

與特徵；並運用核醫診療新科技，早期發現、早期

治療，建立正確民生保建概念，為課程重點。 

大三 

2503101 幹細胞學 3 曾銘仁 

深入淺出介紹幹細胞及其特性.分離和研究幹細胞

的技術.如何調控幹細胞的自我再生和特定的分化,

以及幹細胞的臨床應用 

2503102 分子癌症學 3 戴建國 

使學生能了解基礎腫瘤生物學的相關知識, 同時

教導學生具有閱讀腫瘤生物學英文教材的能力,以

培養學生未來能繼續修習較深入生物醫學科學 

2503104 蛋白質體學 2 曾銘仁 
瞭解蛋白質體學相關技術及其原理、與瞭解蛋白質

體學相關應用及研究成果 

2503105 再生醫學 2 吳正雄 認識與再生醫學有關的人纇器官與疾病 

2503106 
專題研究實驗

(一) 
1 生科系教師 

學習和實際進行生物醫學研究和認知解決問題的

能力,讓學生瞭解最近與研究領域相關文獻,增進學

生研究視野 

2503107 
專題研究實驗

(二) 
1 生科系教師 

學習和實際進行生物醫學研究和認知解決問題的

能力,讓學生瞭解最近與研究領域相關文獻,增進學

生研究視野 

2503110 結構生物學 2 黃憲斌 教授學生了解蛋白質純化.基礎結構.研究方法 

2503111 
新生技製藥產

業 
2 許英昌 

介紹生技製藥產業技術發展,價值鏈,投資決策及未

來期許 

2503112 
系統生物學導

論 
2 周正中 

1. 系統生物簡介 

2. 轉錄體分析-生物晶片 

3. 蛋白質體分析 

4. 蛋白質交互作用網路分析  



23 

 

5. 生物路徑分析  

6. 基因蛋白質體整合研究 

7. 生化網路(biochemical network)重建  

8. 重建網路數學模擬(modeling) 

2503113 基礎藥理學 2 曾銘仁 

研究藥物之組成結構、理化性質、生理和生化作

用、作用機轉、吸收、分佈、代謝、排泄、治療用

途、毒性、劑量、抗病機制等的科學。 

2503115 
蛋白質生物技

術 
3 

黃憲斌 

李政怡 

The lectures will allow students to 

understand protein purification and 

techniques to study and modify the functions 

of protein. 

2503119 
生物技術與法

律 
2 許英昌 基本上從生物科技產業發展中，探討相關法律常識 

2503121 發育生物學 3 
黃敏郎                        

江明格 

1.瞭解一般胚胎發育的共通模式 2.學習研究生物

發育所利用的技術 3..瞭解生物如何經由基因體來

控制胚胎發育的過程 4.學習有效地閱讀科學論文, 

並與他人作科學上的溝通 

2503122 
生命科學論文

閱讀與寫作 
2 

江明格                 

李沁 

快速有效地吸取科學論文的資訊.客觀地判斷論文

資料的正確性.增強以英文表達自己的能力 

大四 

2504107 訊息傳遞 2 陳永恩 

以深入淺出的方法介紹細胞如何接受訊息以及控

制分化.分裂與死亡的機制.本課程也探討訊息傳遞

與癌症的關係 

2504108 
專題研究實驗

(三) 
1 生科系教師 

學習和實際進行生物醫學研究和認知解決問題的

能力,讓學生瞭解最近與研究領域相關文獻,增進學

生研究視野 

2504109 
專題研究實驗

(四) 
1 生科系教師 

學習和實際進行生物醫學研究和認知解決問題的

能力,讓學生瞭解最近與研究領域相關文獻,增進學

生研究視野 

2504113 基因體學導論 3 

呂昱瑋              

陳永恩                      

蕭淑惠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基因及基因體之結構及功

能 

2504115 
基因技術產業

實習 
1 陳永恩 

藉由校外實習，讓同學能了解在課本上所學習到的

基因相關技術，如何在醫學研究單位及產業界應

用，以致達到學以至用之效果。 

2504116 神經科學探索 2 黃敏郎 

引領學生了解神經科學的基礎，理解正在解決的問

題，學習研究神經科學的方法，討論如何改進、面

對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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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1 生醫系各項委員會職掌/107 學年度委員名單 

名稱 委員組成方式 職掌 107 學年度委員 

系務會議 全體專任教師 審議全系重要事項 全體專任教師 

教師評審

委員會 

本會設置委員 5 人，系主任為當然
委員，其他委員由系務會議推選本
系專任教授、副教授組成之，教授
委員不得低於 3 人，若系內教授人
數低於 3 人時得由系內教師提名系
外相關學門教授人選並經系務會
議以無記名投票決定委員人選後
聘任之。 

審議有關本系教師之聘
任、聘期、升等、不續聘、
解聘、停聘、學術研究、
資遣原因認定及其他依法
令應予審(評)議等事宜。 

陳永恩主任(當然委員) 

張德卿 教授 

黃憲斌 教授 

 蕭光明 教授 

 戴建國 教授 

課程委員

會 

本會置委員 5 至 7 人，系主任為當
然委員兼會議召集人，其餘委員由
系務會議推舉產生，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另聘請校外專家學者、
產業界代表、校友代表(以上至少二
類)及學生代表各若干人為諮詢委
員，提供相關諮詢意見。 

審議本系修業規定及開課

事宜、教師教學科目及授

課時數、其他與課程相關

業務 

委員 5-7 人: 

教師: 陳永恩主任(召集人) 

黃憲斌教授 

戴建國教授 

曾銘仁副教授 

陳浩仁副教授 

黃敏郎副教授 

周正中副教授 

學生代表: 

學士班: 王韋祥 同學 

研究所: 廖辛威 同學 

[校外諮詢委員] 

學界: 李宣佑教授(中山醫學大

學講座教授) 

業界: 曾國枝醫師(大林慈濟醫

院內科部主任) 

系友代表: 王鶯璇 小姐 

陳宗鉦 先生 

招生委員

會 

本會設委員 5 人，系主任為當然委

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系務會議

推選後報請相關學院院長及教務

長同意後聘任之 

審議各項招生考詴業務並

議決本系最低錄取標準及

錄取名單。 

陳永恩主任(召集人) 

李  沁副教授 

陳浩仁副教授 

江明格副教授 

李政怡副教授 

共同儀器

管理委員

會 

本會設委員 5-7 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

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系務會議推選

後聘任之 

 負責審核外校系使用儀器

申請案 

 督導本系共同儀器室使用

及維護事宜 

 制訂本系『共同儀器室使用

規則』並負責執行及協調儀

器使用問題 

陳永恩主任(召集人) 

戴建國教  授 

李  沁副教授 

黃敏郎副教授 

吳淑芬副教授 

呂昱瑋副教授 

周正中副教授 

動物實驗

室管理委

員會 

本會設委員 5-7 人，由系上所有從事

動物實驗之教師所組成 

規劃及督導本系動物實驗

室使用及維修、鼠籠分配

和各相關物品採購等事宜 

黃憲斌教授(召集人) 

戴建國教授 陳永恩教授 

吳淑芬副教授 

蕭淑惠副教授 

江明格副教授 

呂昱瑋副教授 

圖書委員 系務會議推選一位教師擔任 
負責協調系經費以購置期

刊及圖書。 
蕭淑惠副教授 

能源執

行委員 
系務會議推選一位教師擔任 

配合學校節能政策，負責

督導系節能策略及業務推

展 

陳浩仁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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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1: 國立中正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108學年度入學新生修業規定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至少    128   學分包括  

（ 1）通識教育              28   學分  

（ 2）專業必修              61   學分  

（ 3）專業選修              22   學分  

（ 4）自由選修 (本系或外系 )  17   學分  

二、各類科目包括：    一   二   三   四  

(一 )通識教育共 28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中英文能力課程： 

中國語文知識及應用(必修 4學分) 
  英文能力訓練(必修 4學分) 

 

 

2 

2 

 

2 

2 

      

其他： 

至少於博雅通識向度 1、2、3、4、5 中各選 1

門課程。其餘學分可選擇修習資訊能力課程、

基礎概論課程或博雅通識中任何向度之課程。 

★參閱「國立中正大學學生修習通識教育修業規 

  定」 

★不得選修本系所開設之「基礎概論課程」及「各學

系不得選修通識課程一覽表」中本系不得選修之課

程。 

★參閱「國立中正大學學士班學生修習體育科

領域規定」 

◎「學系服務學習課程」與「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各一學期，必修 0學分） 

(二 )專業必修共 61 學分  

基礎生物數學  (4 學分 )  4     
   

觀念物理 (一 )(二 ) (4 學分 )  2 2    
   

普通化學 (3 學分 ) 3     
   

普通化學實驗 (1 學分 ) 1     
   

普通生物學（一）（二）（ 6 學分）  3 3    
   

普通生物學實驗 (一 )(二 )(2 學分 ) 1 1    
   

有機化學 (一 )(二 )(6 學分 )  3 3   
   

生物統計導論 (3 學分 )  3    
   

生化分析  (3 學分 )    3  
   

生物化學 (一 )(二 )(6 學分 )   3 3  
   

生命科學實驗 (一 )(二 )(三 ) (3 學分 )   1 1 1 
  

 

分子生物學 (4 學分 )    4  
  

 

醫用病毒學 (2 學分 )     2 
  

 

遺傳學  (3 學分 )     3 
   

醫用微生物學  (2 學分 )     2 
   

細胞生物學  (4 學分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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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必修共 61 學分  

(續上頁 )  
一  二  三  四  

免疫學（ 3 學分）       3   

專題討論（一）（二）（ 2 學分）        1 1 

（三）專業選修共 22 學分  

1. 專業選修科目至少頇包括系上規劃之二個學群(如下列A.B表)及其他核心課程(如下列C

表) 22 學分(含)以上，且其中由『A.基因體暨蛋白質體學群』或『B.分子與細胞生物學

群』選修至少 12 學分(含)。 

2. 本學系學生若完成以下規劃之「基因體暨蛋白質體學群」與「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群」所屬課

程 15 學分(含)者，經系上審核通過後頒給所屬學群之修業證書。 

A. 基因體暨蛋白質體學群(修滿下列課程 15學分(含)者，頒給修業證書) 

基因體學導論            3學分 生物資訊概論      3學分 生物物理化學    3學分 

蛋白質體學              2學分 系統生物學概論    3學分 結構生物學      2學分 

基因體技術及其生醫應用  3學分 表觀基因體學    3學分 分生技術實驗設計 2學分 

B.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群(修滿下列課程中 15學分(含)者，頒給修業證書) 

幹細胞學                3學分 分子癌症學        3學分 組織學             2學分 

神經科學探索            2學分 訊息傳遞          2學分 腫瘤生物學         3學分 

基礎藥理學              2學分 發育生物學        3學分 腦部的疾病         2學分 

模式生物之生物醫學研究  2學分 核醣核酸分子生物學 2學分 解剖生理學         2學分 

臨床分子腫瘤學          2學分   

C. 其他核心課程            

生物形態發生學          2學分 人體生理學        3學分 計算機概論         3學分 

生命科學論文閱讀與寫作  2 學分 蛋白質生物技術    2學分 組織工程概論       3學分 

生物醫學導讀(一)、(二)各 1學分 分析化學          3學分 生醫材料           3學分 

環境微生物學            3學分 環境化學          2學分 奈米材料科學       3學分 

 

(四 )自由選修共 17 學分  

1. 自由選修科目可修本系或其他系所之專業課程。 

2. 超修之通識教育課程，不得計入本學系自由選修學分及畢業學分數內。 

3. 本學系學生選修軍訓（護理）課程之學分數，不得計入自由選修及畢業學分。 

4. 本學系學生未完成教育學程（即放棄學程）或超修教育學程之學分，不得計入自由

選修學分及畢業學分數計算。 

5. 本學系學生選修語言中心開設之基礎英文課程，不得計入本學系自由選修學分及畢

業學分數內。語言中心之進階(中、高階)課程才可納入本系自由選修。 

6. 本學系學生選修體育課程之學分數，不得納入自由選修及畢業學分。 

★本學系學生需依國立中正大學學士班修業規定，修畢服務學習課程，本校服務學習課

程為必修 0 學分，分成「學系服務學習課程」與「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學

系服務學習課程」為大一必修，應包含 6 小時課程與實際服務至少 14 小時；

「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建議在大二結束前修習完成，應實際服務至少 16 小

時及參加至少兩場服務學習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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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3 國立中正大學生醫科學系服務學習課程執行計畫表 

壹、基本資訊 

開課學系 生醫科學系 計畫名稱 生醫科學系學系服務學習課程 

授課教師 黃敏郎 聯絡電話 66502 e-mail biomlh@ccu.edu.tw 

輔導員  聯絡電話 61515 e-mail  

計畫執行期間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每週三，  16  ：  10  ～  17  ： 00    

貳、計畫目標：請說明希望藉此課程的執行產生何種具體轉變或效益【包括對修習本課程學生、服

務標的（人、事、物皆可為服務標的）】 

1. 瞭解中正大學和生醫科學系的教育目標和核心能力 

2. 促進同學認識學習與生活環境，愛護系館，付出關懷和參與服務 

3. 同學學習團體合作，溝通和協調 

參、服務計畫內容：請詳述為達成前項目標所規劃的具體執行項目。 

1. 學生主動規劃愛護系館和環境之工作計畫和執行方式，並積極參與系內各項支援性服務工作。 

2. 任課老師會同系辦公室彙整系內各項活動內容，適合新生藉由服務學習更早認識生科系，增進學生對系的

向心力。 

3. 鼓勵學生經由觀察，對系館及周遭環境的認識，分組自行訂定服務事宜和達成的標的，經任課老師評量確

認。 

肆、略述服務計畫流程 

服務前

準備 

1. 任課老師會同系辦公室彙整系內適合新生藉由服務學習的各項活動內容。 

2. 任課老師第一週於課堂時間，向學生介紹生科系，系館與環境，和服務學習的執行方式，以及

達到「修德澤人」的期望。 

3. 本課程之第一週將先以課堂講授及討論的方式引導學生體會同學、老師、學校及社會大眾之互

動關連，從而了解自己具有強大潛力，只待開發，並且練習。所以鼓勵學生這學期每週記錄幾

次他們所觀察到的同學、老師、學校與社會大眾對大家的恩德。後續每次上課，將利用五分鐘

請學生分享他們所思惟到之內涵。 

服務執

行 

每位學生需進行 14 小時之實際服務工作，內容與分組由同學自行協調。 

期中期末計有兩小時的課堂分享報告，各組同學針對服務內容分享，對於執行成效作檢討及建議。 

★反思

討論 

每次上課將利用下課前五分鐘請學生分享他們在該節課所體會到的服務內涵，經由不斷串習，再再

深植服務學習之利他精神與內涵。任課老師和輔導員與學生在計畫規劃和實際進行的過程中，能多

方面的溝通關懷與討論。 

原則上期中與期末的學期服務課同學分享，每位學生都要發表心得、感想以及檢討成效，並且寫成

電子檔書面報告以便有機會於通識中心或是本系所網頁分享。 

伍、評量方式：請依國立中正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執行要點為原則，並考量本計畫需求詳列評量指標 

服務時數(40%);服務學習品質(30%):由老師與輔導員評量;期中與期末分享檢討(20%);每次上課前

與後之分享(10%)。 

於約定時間無故缺曠達三次以上者，成績直接以不通過計。 

捌、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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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4：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選課頇知 

95 年 6 月 12 日第 84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0 年 5 月 16 日第 10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ㄧ、本頇知依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學則第十一條規定訂定。 

二、本大學學生選課，分第一階段及加退選二階段辦理。 

三、本大學學生應依所屬學系（所）、學程規定之畢業學分及各類必修科目，規劃選課

及修習時程。 

四、本大學學生選課日期、方式及系統開放時間等事項，教務處得依實際需要於當學期

之選課系統規定之。 

五、本大學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進入本大學選課系統選課；任課教師加簽，以教室最適

容量之 5%為限，學生如有加簽課程，應於加退選第二週期間將加簽單送教務處教

學組處理後，再進入本大學選課系統選課。 

六、本大學學生加退選後，應於加退選截止後一週內查詢選課結果並自行列印，以確認

所選之科目。 

七、本大學學生除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辦理異常處理： 

（一）修習學分不足或情況特殊時，得辦理異常處理。但加退、選之科目，應經任課

教師、本系（所）或學程之主管簽章同意。 

（二）選課錯誤，且經查非歸責於學生者。 

（三）學士班：限停開課程、必修擋修、大四（含）以上畢業、導師不同意學生多修、

少修之課程。 

研究所：限停開課程、導師不同意學生多修、少修之課程、「專題討論」或「書

報討論」課程（在校之研究生每學期均頇修習）。 

上述狀況均頇於加退選截止日後一週內完成，逾期不予受理。選課期間因不可

抗拒之因素，經專案奉准更正者。 

八、本大學學生於選課後因特殊情形，無法繼續修習課程，得申請放棄修讀。 

（一）本大學學生申請放棄修讀已選修之課程，應填妥棄選科目申請表，經任課教師

同意後，送交教務處辦理。 

（二）本大學學生申請棄選課程，應於本大學行事曆規定日期內申辦完畢。 

（三）每位本大學學生放棄修讀課程每學期以一科為限，且修習學分數低於八學分

（含）者，不得辦理棄選。 

九、本大學學生放棄修讀之課程其成績登錄、學分計算及學分費繳交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放棄修讀課程仍登載於該學期成績單及歷年成績表，惟成績欄註明「W」（棄

選）。 

（二）放棄修讀課程之學分數不計入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 

（三）依規定應繳交學分費之課程棄選後，其學分費已繳交者不予退費，未繳交者仍

應補繳。 

十、其他有關本大學學生選課事項，於本辦法未規定時，依本大學學則暨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頇知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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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5： 

國立中正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87 年 11 月 30 日第 5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0 年 11 月 19 日第 6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3，4，5，6，7，8，9，10，11，12條之修正奉教育部101.01.03臺高（二）字第1000230709號函同意備查 

第 一 條  本大學各系所辦理學生抵免學分，應依本辦法辦理。 

第 二 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學士班及碩士班轉系(所)生。 

二、學士班轉學生。 

三、學士班及碩、博士班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新生。 

四、修讀教育部核定之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持有學分證明後，考取本

大學修讀學位之學士班及碩、博士班新生。 

五、選讀生持有學分證明後，考取本大學修讀學位之學士班及碩、博

士班新生。 

六、在本大學就讀期間，參加報部有案之短期研習班，持有學分證明

者。 

七、大學院校教育學程及教育相關系所及師範院校（含舊制師範專科

學校四年級以上）所修習教育學程科目，持有學分證明者。 

八、本大學碩、博士班新生於學、碩士班時修畢該碩、博士班之科目

且成績七十分以上，此科目之學分數如未列入其學、碩士班畢業

學分數者，經系所主管同意後，可申請抵免；惟抵免學分總數以

就讀系所規定應修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然各系所另有規定

者，則從其規定；若修畢之科目已列入學、碩士班畢業學分數，

且該科目為碩、博士班必修科目者，得申請免修，惟仍需修滿部

定碩、博士班畢業總學分數。 

九、本校另有規定者。 

第 三 條 學生抵免學分多寡與提高編級規定如下： 

一、學士班轉系生辦理抵免學分限學分屬性不同之科目，且不得申請

提高編級。 

二、學士班學生得依抵免學分多寡提高編級，抵免四十學分以上者得

編入二年級，抵免八十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三年級，抵免一一 0 學分

以上者得編入四年級；惟至少頇修業一年，並依照學期限修學分數

修習始可畢業。但二專及五專畢業生最高得編入三年級，學士班退

學學生最高得編入退學之年級。提高編級頇所屬系所同意，並於當

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送交教務處核准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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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抵免學分之原則如下：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 

第 五 條 不同學分互抵後之處理，規定如下： 

一、以較多抵免較少學分者，抵免後登記較少學分。 

二、以較少抵免較多學分者，應由就讀系所或相關認定系所指定補修

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所差學分無性質相近科目可補修者，不得辦

理抵免，抵免後以較少學分登記。 

第 六 條 學士班轉學生抵免學分之科目以在大學或專科學校已修且成績及格者

為限，但五專畢業生以四、五年級修習者為原則。 

第 七 條 學士班轉學生轉學前軍訓已修習成績及格者，得予抵免。 

第 八 條 學士班轉學生轉學前體育已修習一學年以上成績及格者，轉入二(三)

年級限抵免第一(二)學年；轉入年級貣之體育，不得抵免。 

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學士班新生已修習及格之體育不得抵免。 

第 九 條 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入學當學年第一學期加退選截止前一週一次辦

理完成（以行事曆為準），教育學程學分應於獲甄選或核定修習教育學

程之學年度次學期加退選截止前一週一次辦理完成（以行事曆為準），

如有科目於抵免時尚未開設，致未能於期限內一次辦妥抵免，得准予

補申請。 

學生申請學分抵免應繳交原系(校)修讀之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要時各該

系(所)或師資培育中心可採取甄詴方式認定其程度及決定是否可以抵

免。 

科目學分經確定相互抵免並經登錄後，不得更換抵免其他科目學分。 

第 十 條 凡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或教育部公告認可名冊所列大陸地

區學校修讀及格之科目學分，得依本辦法有關規定酌予抵免。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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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6：  

國立中正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 
『專題研究實驗』課程規範及申請表 

 

課程目標： 
4. 了解本系所生醫科學領域各研究室之研究內涵 
5. 學習和實際操作進行相關研究主題 
6. 學習與老師互動並且解決問題的能力 
7. 讓學生瞭解最新研究領域相關文獻，增進學生研究視野 

評分標準： 

1.本課程要求學生參與實驗室工作至少 54小時。請於開學二週內擇

定本系專任教師指導，同時請指導教授同意簽名單交回系辦。 

2.修課學生於期末考週之前（第 17週）必頇提出「實驗工作統計表」

(如後附表)及「期末報告」一份（格式自訂，可為學習心得或研究

報告 3-5頁）。此由指導教授評分後，逕送任課老師或系辦。實驗

工作統計表佔 70%、期末報告佔 30%。若無法達到要求，請依學校

加、退或棄選程序處理。 

請修課同學詳讀以上訊息 

學生簽名：                         （學號                   ） 

E-mail：                                   手機：                       

 
指導教授存留 

--------------------------------------------------------------------------- 

指導教授同意簽名單 

生命科學系 學生                         （學號                 ） 

______學年____學期將在本人實驗室學習並進行生命科學專題研究。  

 此致 

任課教師 

 

指導老師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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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    學年____學期)專題研究實驗 

實驗工作統計表   

學生姓名:                    （學號:                   ） 

研究主題:                                                  

 

實驗工作項目 

(期刊論文研讀、實驗工作討論、、

等) 

內容說明 時數 

   

   

   

   

   

   

合計時數  

指導教授評語：                                     (成績：         ) 

                                         

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 

備註: 1.請專題生依實驗工作情形填報本表，並至少完成 54 小時後送指導教授評分。 

2.本(實驗工作統計)表佔專題成績 70%、另需繳交一份期末報告（格式自訂，可為學習

心得或研究報告 3-5頁）佔 30%，請於期末考週(即第 17週)前交給指導教授評分後再

轉送任課老師或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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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1: 功能性基因體學程課程規劃 

國立中正大學功能性基因體學程 (100 年 6 月修正版) 

一、 學程設置宗旨與目標：結合了生命科學與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學等學門，以基因體學為切入

點，讓學生學習並了解基因體學在疾病之診斷、發生、治療及藥物開發等方面的運用，推動

與訓練新興生物科技之跨領域專業人才。 

二、 學生修讀資格：本校理學院及工學院之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學生，得申請修習本學程。 

三、 學程課程規劃：本學程共需選修 20 學分(含必修 9 學分、選修 11 學分)，其中需跨系選課至

少 6 學分，並至少應有 9 學分不得計入學生本系所、雙主修、輔系或其他學程之畢業學分數。 

四、本學程共需選修 20學分(含必修至少 8學分、選修 11或 12學分)，其中選修課程需至少

跨二組，並至少應有 9學分不得計入學生本系所、雙主修、輔系或其他學程之畢業學分數。 

課程分類 課程名稱 

必修課程 

(三門至少 8學分) 

普通生物學(一)、生物學、生命科學概論(三者採計一科(3或 2學分) 

生物資訊概論 

任選 2門共 6學分 

生物資訊演算法 

系統生物學概論 

基因體學導論 

生物技術概論 

選修課程 

(共 11或 12學分，

其中至少需跨二

組) 

A組  資工 

計算機概論(一)  或  計算機概論 

人工智慧導論         資料結構    

計算方法概論         專題實驗 

計算生物學概論 

B組 化工/化生 

數值計算方法   或  計算機概論 

組織工程概論         生物分離概論 

生醫材料            蛋白體學原理與應用    

代謝工程學           代謝工程模擬實作 

系統生物學           化學工程專題研究 

生活化學             材料化學導論 

奈米材料科學         專題實驗  

C組 生物醫學 

生物醫學應用         人體生理學 

新生技製藥產業       微生物學 

遺傳學               基因治療學 

幹細胞學             專題研究實驗 

基因技術產業實習     藥物生化 

基礎藥理學           心理藥物學 

D組  基因體學 

計算機概論(一)  或  計算機概論 

人工智慧導論         資料結構    

計算方法概論         專題實驗 

計算生物學概論 

備註:1.若多修之必修課程欲列入選修者,各門課分組方式為生物資訊概論(A 組)、生物資訊演算法(A

組)、系統生物學概論(B組)、基因體學導論(D組)、生物技術概論(B組)。 

2.各組專題類科目欲列入本學程選修課程者，學生需提供與本學程相關之專題研究計畫書供本

學程審核通過後始得認定。 

3.「生命科學概論」及「基因與人生」二門課程，生科系學生不得列入學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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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2：組織工程學程課程規劃 

國立中正大學組織工程學程 
 

一、學程設置宗旨與目標：培養學生具有組織工程相關之專業知識與技能，因應後基因體時

代國內 生物與醫療產業發展之需要，推動與訓練新興生物科技之跨領域專業人才。 

二、學生修讀資格：本校理學院、工學院、及社科院之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學生，得申請

修習本學程。 

三、 學程課程規劃：本學程核心課程分必修及選修二類(如下表)，修滿 20 學分並滿足學程

與學校的規定(學程應修科目至少應有 9 學分不得計入學生本系所、雙主修、輔系或其

他學程之畢業學分數) 

 

課程分類 課程名稱 

必修課程 

(共 11 學分) 

生物學、普通生物學(一)、普通生物學(二) (三者採計一科，3 學分) 

組織工程概論 (3 學分) 

生醫材料 (3 學分) 

組織工程實驗 (2 學分) 

選修教學課程 

(任選三科共 9 學

分；但頇跨至少

兩個組) 

A組 生物 

分子生物學; 細胞生物學 

幹細胞學/幹原細胞學 

生物技術原理應用; 再生醫學 

基因治療學; 醫藥產業概論 

B組 心理/生理 

人體生理學; 生理學緒論 

生理心理學; 神經心理學：臨床取向 

腦與認知; 動物行為實驗 

生理學(一)、生理學(二) 

生理心理學(一)、生理心理學(二) 

C組 化工/材料 

材料科學/奈米材料科學 

材料化學導論; 高分子概論 

生物化學(化工系); 生物分離概論 

精密材料合成; 蛋白質體學原理與應用 

生化工程 

D組 生物資訊與系統生

物學 

系統生物學; 生物資訊概論 

計算方法概論; 資料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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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3： 環境生物技術學程課程規劃 

國立中正大學環境生物技術學程(99.6 修正版) 

一、學程設置宗旨與目標：培養及訓練學生具有環境科學及生物技術，推動與訓練新興生物

科技之跨領域專業人才。 

二、學生修讀資格：本校理學院、工學院之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學生，得申請修習本學程。 

三、學程課程規劃：本學程核心課程分必修及選修二類(如下表)，修滿 20 學分並滿足學程

與學校的規定(學程應修科目至少應有 9 學分不得計入學生本系所、雙主修、輔系或其

他學程之畢業學分數) 

課程分類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教學課程 

（三科共 9 學分） 

環境化學 3 

環境微生物學 3 

普通生物學或普通生物學（一） 

（二者採計一科） 
3 

選修教學課程 

（任選四科，惟必頇自生命

科學系及地球與環境科學

系所開之選修課程各修兩

科（含）以上） 

生科系 

有機化學 3 

分子生物學 4 

生物化學（一） 3 

細胞生物學 4 

生化分析 4 

生物技術與法律 2 

地環系 

環境工程（一） 3 

環境生態學 3 

環境污染物分析 3 

土壤復育技術 3 

環境生物技術 3 

地科統計 3 

地下水及地下水污染 3 

水化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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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4：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 

84 年 10 月 9 日第 2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台(84)高 054401 號函修正核備 

87 年 12 月 14 日第 5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台(88)高（二）字第 87150489 號函核備 

93 年 5 月 17 日第 7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3.06.02.台高（二）字第 0930071561 號函准予備查 

96 年 4 月 23 日第 8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12 月 5 日第 11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3、11 條之修正奉教育部 106 年 1 月 20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60002152 號函准予備查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八條及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大學各學系得互為輔系，其設置輔系後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標準與條件

由各該學系訂定，送請教務處公告後，受理學生申請。 

第三條  本大學各學系學士班學生得自二年級貣至最高修業年級第一學期止 (不包括

延長修業年限)，向設置輔系之學系選修輔系；每次申請以一系為限，且不得同

時申請雙主修。 

已核准選修輔系(含跨校輔系)一次者，不得再申請。 

第四條  學生修讀輔系頇依行事曆規定時間內至教務處教學組填寫申請單並附在校全

部成績單，經主、輔系主任審查其確具選修輔系能力，並經教務長核准後，於

該學年度第一學期加退選截止前選定輔系課程。 

第五條  輔系課程應以該學系專業(門)必修科目表為依據，各學系設置輔系時應指定輔

系學生必修專業(門)科目二十學分以上為輔系課程。 

第六條  輔系學分應在主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 

主系之專業（門）必修科目，不得兼充為輔系之科目。若因此而學分數不足，

應由輔系指定替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並檢具書面報告送教務處備查。 

第七條  凡選修輔系之學生，其每學期學業成績應以其主系及輔系課程學分合併計算，

如有所選修輔系課程不及格者，應依照學則有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學生互換主、輔系時頇於轉系後第一學期加退選前提出申請。 

第九條  凡選修輔系之學生於轉學時，其轉學修業證明書或成績單均應加註輔系名稱。 

第十條  凡修滿輔系規定之專業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其學位證書、中英文學位證明

書、中英文歷年成績單均應加註輔系名稱，但畢業時尚未修滿輔系規定之科目

與學分者，其畢業證件不予加註輔系名稱。 

第十一條  凡選定輔系之學生如修業年限屆滿應屆畢業時，其主系應修最低畢業學分內

如有非必修科目之選修科目學分不足時，可放棄選修輔系資格。放棄修讀

輔系資格，其已修及格之輔系科目學分是否採計為本學系選修學分，應依

本學系修業規定認定。 

前項申請放棄修讀輔系資格，第一學期應於十月三十一日之前提出，第二

學期應於三月三十一日之前提出。但下列情況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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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碩士班入學考詴列為備取生者，至遲應於接獲確定遞補錄取通知之

翌日貣五個工作日內提出。 

二、因所選輔系科目成績不及格，導致無法取得本學系及輔系畢業資格者，

至遲應於該不及格科目成績上網公布之翌日貣五個工作日內提出。 

三、因其他特殊情況，檢具相關證明經教務處同意者。 

第十二條  學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尚未修足輔系規定之專業必修科目學分，不得申請

發給有關輔系資格之任何證明。 

第十三條  修讀輔系者，其延長修業年限至多為二年。 

第十四條  學生修習輔系課程於規定修業年限內需另行開班，應繳交學分費；學生因修

習輔系而延長修業年限，修習學分數在九學分以下(含)者，應繳交學分費，

在十學分以上(含)者，應繳交全額學雜費。 

第十五條  凡輔系課程規定有實驗或實習者，學生選修該項課程時，應另加繳輔系實驗

材料費或實習費。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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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5：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84 年 9 月 18 日第 2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台(84)高 054401 號函修正核備 

87 年 12 月 14 日第 5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8 年 1 月 8 日台(88)高（二）字第 87150489 號函准予備查 

96 年 4 月 23 日第 8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12 月 5 日第 11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2、4、5、9 條之修正奉教育部 106 年 1 月 20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60002152 號函准予備查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八條及其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暨學位授予法第四條

等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大學各學系學士班學生修畢第一學年課程，得自二年級貣至最高修業年級第

一學期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申請修讀其他性質不同學系為加修學系，以

取得雙主修；每次申請以一系為限，且不得同時申請輔系。 

已核准修讀雙主修(含跨校雙主修)一次者，不得再申請。 

第三條  轉學生轉入本大學就讀後，頇修畢一學年課程，始得自次學年開始，申請加修

其他性質不同學系為雙主修。他校修讀雙主修學生轉學本校後，如欲繼續保持

原加修學系為雙主修時，亦頇依前項規定重新申請。 

第四條  本大學學生加修輔系滿一學年以上，經主、輔學系主任同意，得向教務處申請

將所修輔系改為加修學系。 

第五條  本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應於行事曆規定日期內提出申請，經主學系、加修學系

主任審查同意後，送教務長核定。 

第六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應修滿主學系規定最低畢業科目學分及加修學系全部專業必

修科目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主學系與加修學系之專業（門）必修科目性質相同者，由加修學系決定得否兼

充為加修學系之科目學分。如有不得兼充者，應由加修學系指定替代科目以補

足所差學分，並檢具書面報告送教務處備查。 

第七條  加修學系之專業必修科目有先後修之限制者，應依照其規定修習。 

第八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每學期所加修學系之科目與學分與主學系之科目與學分應

合併計算，一併登載於主學系該生歷年成績表內，每學期修習學分數應依學則

規定辦理。 

第九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若因故無法繼續修習加修學系之全部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時，經加修學系主任同意，核轉教務處備查後，准予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 

前項申請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第一學期應於十月三十一日之前提出，第二學

期應於三月三十一日之前提出。但下列情況不在此限： 

一、經碩士班入學考詴列為備取生者，至遲應於接獲確定遞補錄取通知之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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貣五個工作日內提出。 

二、因所選雙主修科目成績不及格，導致無法取得本學系及加修學系畢業資格

者，至遲應於該不及格科目成績上網公布之翌日貣五個工作日內提出。 

三、因其他特殊情況，檢具相關證明經教務處同意者。 

第十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內，已修畢主學系之應修科目學分，而未修

畢加修學系專業必修科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期限，其延長期間，以二年為限。 

第十一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未能依規定修畢加修學系應修全部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者，其已修之科目與學分如已達輔系規定得准予核給輔系資格。其未達輔

系資格而加修學系之專業必修科目經主學系認為性質相關者，得視同主學

系之選修科目，其學分並得抵充主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之學分。 

第十二條  學生修習雙主修課程，於規定修業年限內需另行增開班者應繳交學分費，若

因修讀雙主修而延長修業年限，其學期修習學分數在九學分以下(含)者，應

繳交學分費，在十學分以上(含)者，應繳交全額學雜費。 

第十三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轉學或退學時，其轉學或修業證明書均應註明加修學系名

稱。 

第十四條  凡修畢雙主修學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者，其

中、英文歷年成績表、學位證書、中、英文學位證明書，均應加註雙主修

學系名稱。 

第十五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於延長修業年限期間，不及格學分數達退學規定者，若已

修畢本學系應修畢業學分，則取消其修讀雙主修資格，以本學系資格畢業。 

第十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大學學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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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6： 

國立中正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要點 

七十九年三月廿六日第二十次行政會議通過 

八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五七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八十四年五月十六日第二十五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年十一月十九日第六十九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三年五月十七日第七十八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3.06.02.台高（二）字第 0930071561 號函准予備查 

105年 12月 5日第 11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4條之修正奉教育部 106年 1月 20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60002152 號函准予備查 

 

一、本要點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廿五條及本大學學則第十五條訂定之。 

二、本校實施校際選課，以各大學及獨立學院之各系所為範圍，並以合作互惠交換選課

為原則。 

三、校際選課應以本校各系所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 

四、本校學士班學生向外校校際選課應於每學期註冊選課時一次同時辦理，校際選課之

科目學分數最高以六學分為限，延畢生、跨校交換、跨校輔系、跨校雙主修、跨

校學分學程，不在此限。研究生校際選課學分數，由相關系所主管核定。 

五、外校學生向本校校際選課之科目學分數最高以六學分為限，並應於每學期本校註冊

選課開始至加退選截止日期內辦理校際選課手續，逾期不予受理。 

六、學生校際選課應填具校際選課單辦理選課手續，如未按照本校規定完成選課登記手

續者，其成績不予承認。 

七、他校學生經依規定辦理選課後，不得辦理退選、退費。 

八、非依本辦法之規定本校學生不得向外校申請校際選課，各系所亦不得接受外校學生

向本校申請校際選課。 

九、本要點經本大學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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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6-7： 

國立中正大學五年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 

 

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八０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鼓勵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學、碩士修業年

限，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學士班學生入學後，修業滿五學期表現優良者，得於第六學期註冊前向相

關系所碩士班提出申請。錄取名額、相關系所之定義及甄選辦法由各系所

自訂。 

第 三 條 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

資格。 

第 四 條 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頇於第八學期（含）之前取得學士學位，並參加本

校碩士班甄詴考詴，通過甄詴考詴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第 五 條 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至多可抵免三分之二（含）碩士班研究生

應修學分數。研究所課程若已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內，不得再申請抵免

碩士班學分數。 

第 六 條 預研生必頇符合原學系學士學位與欲就讀系所碩士學位之畢業規定，方發

給學、碩士學位證書。 

第 七 條 錄取學生所佔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碩士班甄詴之招收名額中。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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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6-8： 

國立中正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五年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施行辦法 

                            94年 6月 7日  93學年度第 11次系務會議訂定通過 

 95年 6月 12日  95學年度第 1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9月 4日  102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中正大學五年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為鼓勵本系學士班優

秀學生繼續留在本系就讀碩士班，並期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學、碩士

修業年限，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學士班學生，修業滿六學期，學業成績名列該班排名前二分之一（含），

或已加入各研究實驗室進行專題研究並表現優異者，得於每學期開學日一週

前向本系提出申請。申請者需繳交申請書、歷年成績單、前六學期名次證明、

及研究與修課計畫各乙份，師長推薦信二封及各項有利審查之資料。 

第三條、 甄選委員會由本系教師三至五人組成，由系主任聘任之；甄選委員負責甄選

之評分。甄選標準為歷年學業成績佔百分之五十、資料審查成績佔百分之二

十、與口詴成績佔百分之三十。 

第四條、 甄選委員將甄選之結果提至系務會議討論，以確定錄取之名額。錄取之學生

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資格。 

第五條、 學生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頇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詴入學，經本系錄取後始正

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第六條、 預研生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後，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碩士班課程，至多可抵

免三分之二（含）本系之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但研究所課程若已計入大

學部畢業學分數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第七條、 適用本辦法之學生，必頇於第八學期(含)之前取得學士學位，並符合本系碩

士學位之畢業規定，方頒給碩士學位證書。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陳請院長、教務長及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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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9：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 

                        95 年 5 月 8 日第 83 次教務會議通過 

95 年 10 月 23 日第 8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依據大學法第 23 條第 4 項及教育部「學生

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之規定，訂定本作業規定。 

第二條 本大學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及修讀碩士學位研究生修業期間，成績優異

並具有研究潛力者，得向本大學設有博士班之原就讀系（所）或相關系（所）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 

         前項成績優異及研究潛力之認定標準，由各系（所）訂定，並送教務處備查。 

第三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應於每學期公告時間內向擬逕讀系（所）提出

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第四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需繳交下列文件： 

一、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書一份。 

二、學士班歷年成績單一份，碩士班歷年成績單一份（正修讀碩士學位者），

及其他著作、論文或發明等。 

三、二封原就讀系（所）或相關系（所）之教師（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 

    四、系（所）指定繳交資料。 

第五條   各系（所）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應經系（所）務相關會議通過，並將通過

名單送教務處簽報校長核定。其名額以該系（所）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博士

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限，但該系（所）當學年度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不

足五名者，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至多以二名為限。 

         前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總量內。 

第六條   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士生，需於當學年度取得學士學位，並於次學年度

就讀博士班，不得保留入學資格。 

         前項學生為成績優異提前一學期畢業者，得於取得學士學位之次學期入學就

讀博士班。 

第七條 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經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者，若在該學年度未能取得

學士學位者，取消其逕修讀博士學位資格。 

第八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碩士班研究生不得參與學位考詴，若同時通過學位考

詴及獲准逕修讀博士學位，簽請校長取消其獲准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入學資格。 

第九條 經校長核定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自核准學年度貣即成為本大學博士班一



44 

 

年級新生，其報到、註冊等事宜均比照博士班招生錄取新生相關規定辦理。

惟獲准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入學後應修讀之課程、學分數悉依各系(所)規

定辦理。各系(所)之相關規定頇事先知會教務處。 

第十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至少應修業滿一學年（含）以上，始得中止修讀申請返

回碩士班就讀。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位或未通過博士學

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經修讀系（所）務相關會議審查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得再回該系（所）或申請轉入相關系（所）修讀碩士學位；其在博士班之休學

紀錄不併入碩士班休學紀錄內核計。 

學士生申請逕讀者，其在博士班修業時間以一年核計，即其得返回碩士班二年

級繼續修讀碩士學位。 

碩士生申請逕讀者，即得重行銜接博士班前之修業狀況，並依原碩士班之修業

規定繼續修讀碩士學位。 

前項學生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以一次為限，且不得再以碩士生身分申請逕修讀

博士學位，並應依規定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提出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詴委

員會考詴通過者，授予碩士學位。  

第十一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修畢就讀系（所）博士班規定之學分數及通

過該系（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但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詴，其博士學

位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詴委員會認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十二條 本作業規定經本大學教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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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10： 

國立中正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考核準則 

96.1.31     第五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97.5.27   第十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7.28   第十一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生物醫學科學系 (以下簡稱本系)依據本校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訂

定本考核準則。 

第二條 本校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及修讀碩士學位研究生修業期間，成績優異

並具有研究潛力者，得向本系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 

第三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需繳交下列文件： 

一、 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書一份。 

二、 學士班歷年成績單一份，碩士班歷年成績單一份（正修讀碩士學位者），

及其他著作、論文或發明等。 

三、 至少二封原就讀系(所)或相關系(所)之教師(助理教授以上) 推薦信，內

容需列舉該生具研究潛力事證供考核委員會參考。 

第四條 考核委員會由本系教師三至五人所組成，由系主任聘任之，根據迴避原則，

申請學生之指導教授及撰寫推薦信的老師不得擔任委員。 

第五條 考核標準為學業成績審查（40％）、研究成果（60％）；其中研究成果審查部

分，申請者需在考核委員會中做 30 分鐘之口頭報告。 

第六條 考核委員會需將評審結果提至系務會議討論，以確定錄取名單，並將通過名

單送教務處簽報校長核定。 

第七條 本考核準則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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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11 ： 

 

國立中正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學生逕修讀碩博士學位獎勵要點 

100.1.18 99 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中正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勵學士班成績表

現優秀學生逕修讀碩、博士班，特訂定本要點。 

二、 獎助對象及條件： 

(一) 限本系學士班學生申請五年一貫學碩士學位或逕修讀博士學

位者。 

(二) 大學歷年成績在該班排名前 20%者。 

三、申請方式：符合上述條件者於完成碩博班註冊後 2 週內檢附下列文件

向系辦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 

（二）大學歷年成績單。 

四、獎勵金額： 

(一)碩士班：第一年核給獎學金每月 4 仟元。 

(二)博士班：第一年核給獎學金每月 8 仟元。 

五、獲獎同學於獎勵期間，如有辦理休學或退學等離校因素，應立即取消

本獎項之獎勵措施。 

六、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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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1：校內及校外獎助學金一覽表 

項目 申請時間 

1.校內補助學金 

本校學生補助學金_中低收入戶生 每年 5月 1~31日及 12 月 1~31 日 

本校學生補助學金_低收入戶生 每年 5月 1~31日及 12 月 1~31 日 

本校學生補助學金_身心障礙生 每年 5月 1~31日及 12 月 1~31 日 

本校學生補助學金_軍公教族生 每年 5月 1~31日及 12 月 1~31 日 

本校學生補助學金_原住民生 每年 5月 1~31日及 12 月 1~31 日 

本校學生補助學金_家庭變故生 每年 5月 1~31日及 12 月 1~31 日 

本校學生補助學金_特殊境遇婦女之子女 每年 5月 1~31日及 12 月 1~31 日 

本校學生補助學金_清寒學生 每年 5月 1~31日及 12 月 1~31 日 

2.校內獎學金 

校長獎_學士班新生獎學金(考詴) 每學年上學期 

校長獎_學士班新生獎學金(推甄) 每學年上學期 

校長獎_學士班優秀學生獎學金 每學年上/下學期 

校長獎_碩士班新生且為本校學士班畢業生且畢業成績為全

班排名前十名之獎學金(考詴) 

每學年上學期 

校長獎_碩士班新生且為本校學士班畢業生且畢業成績為全

班排名前十名之獎學金(推甄) 

每學年上學期 

校長獎_學士班新生獎且第一學期成績排名全班前 20% 每學年下學期 

校長獎_碩士班新生獎且第一年成績排名全班前 20% 第二學年上學期 

3.校外獎助學金 

統一數位翻譯獎學金 9月上旬 

財團法人中技社科技創意獎 9月 5日 

玉山培育傑出管理人才獎學金 9月 15日 

苗栗縣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9月 19日 

救國團屏東縣團委會公益基金顧問團獎學金 9月 19日 

群園弱勢家庭經濟助學金 9月 19日 

林又新紀念獎學金 9月 19日 



48 

 

玉山「培育傑出管理人才」獎學金實施辦法 9月中旬 

宜蘭縣中等以上學校優秀學生獎學金 9月中旬 

天來獎學金及天來藝術獎學金 9月 22日 

艾馨身心障礙獎學金 9月 22日 

基隆市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清寒優學獎學金 9月下旬 

財團法人台北市李連來公益基金會助學金 9月下旬 

財團法人連德工商發展基金會獎學金 9月下旬 

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 9月下旬 

桃園縣政府清寒、優秀原住民子女獎助學金 9月下旬 

財團法人林公熊徵學田基金會獎學金 9月 30日 

財團法人行天宮資優生長期培育專案 9月 30日 

慈光山人文獎學金 9月 30日 

新唐科技獎學金 9月 30日 

昌益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9月 30日 

林華顎獎學金 9月 30日 

台灣農業推廣學會徵文獎學金 9月 30日 

國防工業獎學金 9月 30日 

103年大碩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9月 30日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清寒學生助學金 10月 2日 

台中縣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10月 2日 

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獎學金 10月 3日 

財團法人樺欽文教基金會 10月 8日 

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 10月 8日 

台北縣原住民學生就讀高中以上獎助學金 10月上旬 

慈暉文教基金會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10月 15日 

財團法人法治推廣服務基金會獎學金 10月 20日 

財團法人開元宗門文教基金會 10月 25日 

財團法人星隆獎學基金會獎助學金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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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文教基金會 10月底 

財團法人永昌基金會清寒獎學金 11月中旬 

財團法人肝臟醫學研究教育基金會低收入戶學生獎助學金 11月中旬 

乾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 12月初 

東北獎助學基金委員會獎助學金 12月初 

丁堅先生紀念獎學金 12月初 

財團法人紀念尹珣若先生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12月底 

財團法人鳳山佛教蓮社九十七年煮雲老和尚大學院校獎學金 12月底 

財團法人嘉義西區扶輪社教育事務基金會第 14屆獎學金 12月底 

三重東區扶輪社獎助學金 1月底 

4.其他_急難慰問金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急難慰問金」 核定 

國立中正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社員急難慰助 核定 

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問金 核定 

內政部「馬上關懷」專案 核定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慈善基金會 核定 

財團法人利河伯社會福利基金會 核定 

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 核定 

佛教慈濟基金會 核定 

財團法人佛光山慈悲基金會 核定 

法鼓山慈善基金會 核定 

財團法人李連來公益基金會 核定 

財團法人許潮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核定 

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申請對象：限大學部) 核定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鄭棍方急難救助金」(申請對

象：限大學部) 

核定 

昌益文教基金會(申請對象：限大學部) 核定 

資料來源: 中正大學學務處生活事務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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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2： 

國立中正大學校長獎暨優秀學生培育實施要點  

八十七年九月七日第二二五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一年三月四日第二六八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一年九月三十日第二七三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二八六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九五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三 0五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第三一三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三一六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六年三月十二日第三一八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三二五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七年五月五日第三三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 0六年五月十五日第四四 0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目的： 

  為獎勵及培育本校品學兼優學生，特設置校長獎(英譯名稱：The  President's 

Award)，其核發均依本要點辦理。 

二、獎助種類： 

(一)新生獎學金。 

(二)優秀學生獎學金。 

三、獎助對象：本大學學士班及碩士班之在學學生。 

四、獲獎學生頇具備之申請條件如下： 

（一）學士班： 

1.新生獎學金： 

考詴分發以本校為前三志願且成績名列全班前三名者；另繁星推薦、個人申請

或其他入學管道者，經學系招生委員會擇優推薦，推薦人數以不超過新生班級

數為原則。 

一年級第一學期入學時得免繳全額學雜費並頒發獎狀乙幀；如第一學期之學業

成績達該班前百分之二十者，一年級第二學期得免繳全額學雜費，但不得請領

優秀學生獎學金。 

2.優秀學生獎學金： 

優異學生，每班二名。每學期至少頇合乎最低修業的規定學分，且無不及格科

目。優秀學生人選由各學系自行推薦。 

得獎人可獲得獎學金貳萬元及獎狀乙幀。 

（二）碩士班-新生獎學金： 

各系所碩士班甄詴及碩士班入學考詴錄取生中，若為本校學士班畢業學生且其      

畢業成績為全班成績排名第一名至第五名者，免收學雜費及學分費兩年。若為

本校學士班畢業學生且其畢業成績為全班成績排名第六名至第十名者，第一年

免收學雜費及學分費；若其碩士班第一年成績達全班前百分之二十者，第二年

亦免收學雜費及學分費。 

  (三) 具有校長獎推薦資格或已獲獎之學生，無論於就讀前或就讀中休學，一經休學

日生效貣，取消校長獎補助資格。但因畢業學分所需之實習、兵役、分娩及重

大傷病等因素，得檢具證明文件，或區域醫院以上之醫療機構開立之證明，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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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保留資格一年。 

五、本獎學金每學期申請一次，於學期開學二週內由各系所彙造名冊送學生事務處彙辦。 

六、培育優秀學生計畫，由通識中心另訂之。 

七、本獎之經費，由預算相關經費中支應之，並由主計室及出納組依權責負相關撥款事

宜；推薦獲獎名單經核定後，不得再更換遞補。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報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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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3：  

國立中正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學士班論文壁報競賽活動實施辦法 

98.6.9 97 學年度第 1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為鼓勵本系學士班學生投入研究工作，進而提升本系研究風氣，特設立『生命科

學系學士班研究成果獎』及其競賽活動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參加對象：本系大學部學生-- 

1.非應屆畢業生得自由參加。 

2.當年度獲『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計畫』者，必頇參加。 

3.應屆畢業生修習『專題研究實驗』課程者得參加。 

三、競賽活動有下列二項： 

1.論文競賽：於每年 9月舉行，申請者需檢附申請表、專題計畫書、及初步研究

成果於 9月 15日前提出申請，經系上初審通過後，於 9月最後一週星期五下午

進行口頭報告。 

2.璧報競賽：於每年畢業典禮前二星期進行，申請者需檢附璧報電子檔，並於規

定時間到場解說。璧報格式如下： 

A. 壁報大小為寬60 cm ×高90 cm，直幅格式。 

B. 使用文字: 中文或英文。 

C. 壁報內容精簡清楚，並儘可能以簡單圖表取代大量文字敘述。應包括標題

(Title)、作者(Author)、指導教授(Adviser)、背景介紹(Introduction)、材料與實驗

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結果(Results)、討論與結論(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字體及圖案大小請自行斟酌，以清晰為原則。 

D. 圖表若含細微構造圖片，請儘可能使用解析度較高之方式呈現。 

四、評審委員會之組成及評審方式: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並由應屆畢業班導師組成評

審委員會負責評分。評審標準: 

1.研究內容(40 %)。  

2.專題計畫書或璧報之結構與完整性(40 %)。  

3.解說技巧及對研究主題整體背景之掌握性及臨場反應(20%)。  

五、競賽活動結束後，經系辦公室彙整所有評審成績評分表統計成績後，於網頁上公佈

得獎名單，論文競賽於 10月第一週星期五下午頒獎、璧報競賽於畢業典禮當天頒

獎。 

六、獎勵方式： 

1.論文競賽：遴選出前三名各頒發獎狀一幀，獎金依序為参仟、貳仟及壹仟元現金

或圖書禮卷；佳作若干名，各頒發獎狀一幀。參加者，均發給參賽證書。 

2.璧報競賽：遴選出前三名各頒發獎狀一幀，獎金依序為参仟、貳仟及壹仟元現

金或圖書禮卷；佳作若干名，各頒發獎狀一幀。前三名作品並將作長期陳列以示

表揚。參加者，均發給參賽證書。 

七、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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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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