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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所簡介： 

    本校為培養醫事技術人才，提升醫療品質，服務病患及培育從事醫事技術科

學之師資，與生物醫學研究人才，發展醫學生物科技，於民國七十年九月成立醫

事技術學系。秉持創系教育宗旨，培育本系畢業系友近 2,000 人，有相當高比例

的畢業系友從事與在校所學之專業技能相關聯的職業，如醫學檢驗和生物技術研

究開發、學術研究、醫療儀器以及法醫學鑑識領域等相關工作，顯示出本系所培

育的醫學檢驗、生物技術人才表現優異，符合社會的脈動和醫療、產業及學術領

域的發展需求。此成果顯示本系對培養醫事技術人才，提升醫療品質，服務病患

及培育從事醫事技術科學之師資，與生物醫學研究人才，發展醫學生物科技的成

效給予肯定。 

    有鑑於生物科技產業逐年的發展，行政院特於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將『生

物技術』列為行政院重點國家重點發展計畫與明星產業發展項目。發展此項明星

產業-『生物技術』，人才培育為首要，因此本系推對雙領域教育課程規劃，以

培養優秀醫學檢驗及生物技術人才，以提升醫療品質及科技創新；並發展前瞻性

醫學檢驗及生物技術，落實教學研發與實際應用結合，建立優質學習環境。藉此

教育課程改革，將本系定位為「強調生物技術教育的醫學檢驗學系」，近而於九

十三學年度本系更名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隨著快速醫療與生物科技發展，國家社會對高階醫學檢驗及生物技術人才需

求增加，本系於九十四學年度成立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以培育具有前

瞻性、跨領域、加強產業經驗及國際觀之醫學檢驗及生物技術人才。建立優質研

究學習環境，研發與創新醫學檢驗及生物技術，應用於臨床醫學及生技產業。 

    在這知識與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本系於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原由醫學院

改隸屬於新成立的健康照護學院，弘揚「人本醫道」的精神。本系秉持健康照護

學院願景期許以塑造創新的學系自許。推展以跨領域之傳統的基礎學門、現代的

新興學門、時尚的前沿科學、當今的先進科技之「四合一教學」及革新授課內容

為首要的任務。本系結合學院教育目標，培育與時俱進跨學門領域之「博古通今」

與「博學多技」的醫學與生物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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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立宗旨: 

    培養醫學檢驗及生物技術人才，以提升健康照護品質 

 

三、教育目標： 

(一) 提升醫檢與生技專業能力 

(二) 培養科學研究能力 

(三) 培養醫檢及生技產業管理與研發能力 

 

四、學生核心能力： 

(一) 科學邏輯與研究能力 

(二) 熟悉前瞻性醫學生物技術 

(三) 實驗規劃及設計的能力 

(四)  發現問題及主動學習 

(五) 專業論文閱讀與表達 

(六) 外語能力 

 

五、本所修業年限：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年限為一至四年，依本校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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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師資： 

（一）專任教師： 

姓名 職稱 學歷 學科專長 研究主題 

林孟亮 教授兼 

系主任 

 

國立中興大學 

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 

 

臨床血清免疫、生物技術、血

庫學、一般臨床檢驗學 

1.自體免疫疾病紅斑性狼瘡致

病機轉之研究 

2.以 C/EBP基因轉殖鼠研究

嗜中性白血球之分化及功能 

3.中草藥成份之抗癌與抑癌轉

移機制的探討 

林振文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研究所 

博士 

 

臨床病毒、分子病毒、生物技

術、分子診斷、分子免疫、臨

床微生物 

1.以基因體及蛋白質體策略探

索傳染性病原與宿主細胞

間分子交互作用機制 

2.結合分子與奈米技術開發傳

染性病原診斷試劑 

3.傳染性病原之次單元疫苗及

其治療用抗體開發 

4.中草藥抗病毒及抗癌研究 

鄭如茜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微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 

 

臨床病毒學、分子病毒學、分

子生物學暨生物技術學、分子

診斷 

1.病毒致病機制的研究 

2.中草藥抗病毒及癌症的研究 

3.感染性微生物及癌症的分子

診斷 

黃蕙君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基礎醫學研究所 

博士 

 

生化檢驗學、分子診斷學、血

液凝固學、生物技術醫學應用 

1.探討人類間質幹細胞功能損

傷及修 

  復之機制 

2.皮膚分化及修復的分子機制

及產業應用 

莊淨媛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醫學院病理研究所

博士 

 

 

腫瘤分子病理、細胞生物暨分

子生物學、血液學 

1.腫瘤致癌機制與細胞激素 

  cytokine 之相關性探討 

2.腫瘤標誌因子之研發 

3.神經生長因子在口腔癌中所

扮演的角色 

陳昭賢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 

 

生物化學、臨床生化學、蛋白

質化學、免疫學、分子生物學 

1.分析 PZA蛋白和結核菌 pncA 

gene的影響 

2.變形桿菌的生物膜對抗藥性

的影響 

石志榮 副教授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athology 

病理、醫學檢驗、分子生物、

生物技術、細胞生物 

Sex Hormones and Sex Hormone 

Receptors 

姜中人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博士 

 

合成生物學、蛋白質工程、奈

米科技、生物技術 

1.人造油體之奈米生醫應用  

2.人造油體之生質能源開發 

3.功能性微生物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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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學歷 學科專長 研究主題 

劉國慶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博士 

 

臨床檢驗學、免疫學、寄生蟲

學、微生物學、人類遺傳學、

細胞遺傳學、組織病理學技術 

抗癌中草藥之研究 

陸自利 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生化科學研究所 

博士 

 

血庫學、血清學、細胞生物

學、微生物學、蛋白質工程 

Ribosome inactivating 

proteins 生物活性之探討 

林瑜姿 

 

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醫技系研究所 

博士 

基礎細菌學、臨床微生物學、

分子生物學暨生物技術學 

臨床及基礎細菌學 

 

（二）合聘教師： 

姓名 職稱 學科專長 

張建國 醫學系教授兼醫學系實驗

驗診斷學科主任 

分子醫學研究、基因研究、遺傳疾病研究、 

血液學研究 

王紹椿 生物醫學研究所教授兼醫

學院副院長 

癌症細胞與分子生物，腫瘤免疫環境與轉移，肥

胖 

陸志豪 生醫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

程 

結構生物資訊學、計算生物學、演化式計算、機

器學習 

 

（三）兼任教師： 

姓名 職級 學術專長及研究 主要工作單位 

陳春榮 教授 
微生物及免疫學、神經科學、

藥理及毒理、腫瘤生物學 
台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研究員 

王惠民 教授 
生物化學、化學工程、 

酵素動力學 
中興大學生醫工程研究所教授 

施木青 副教授 臨床生化學、血庫學  

田霓 助理教授 
微生物學、寄生蟲學、 

醫檢認證  
本校附設醫院檢驗醫學部細菌室主任 

黃俊嘉 助理教授 人工生殖、生物化學 茂盛醫院基因遺傳診斷實驗室主任 

盧秀琴 助理教授 
臨床實驗室運作與品質管理、

臨床生化學  
本校附設醫院檢驗醫學部品管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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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課程規劃: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碩士班【必修】畢業學分表-110學年度入學適用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Required Courses for 2021 Admitted Master's Students 

 

科目名稱 

Subject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學分 

Credit 

一年級 

First Year  

二年級 

Second Year 

上學期 

Sem1 

下學期 

Sem2  

上學期 

Sem1 

下學期 

Sem2  

專題討論(一) 

Seminar(I) 

莊淨媛 

姜中人 
1 1    

分子醫學 Molecular medicine 

(本課程開在生物醫學研究所博

士班 1 年級) 

課號:D4D000136 

(This course is on Ph.D. Program 

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s / 1) 

Course Code- D4D000136 

學院必修 

課程 

College 
Required 

Courses   

4 4    

分子細胞生物學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鄭如茜等  2 2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特論

Special topics on medical t 

echnology and biotechnology 

林振文等 3  3   

專題討論(二) 

Seminar(II) 

黃蕙君 

鄭如茜  
1  1   

專題討論(三) 

Seminar(Ⅲ) 

(Full English courses) 

林振文 

林孟亮  
1   1  

碩士論文 

M.S. Thesis  
各指導教授 6    6 

合計總學分 

Total Credits 
18 7 4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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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碩士班【選修】畢業學分表-110學年度入學適用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Elective Courses for 2021 Admitted Master's Students 

科目名稱 

Subject 

學分 

Credit 

一年級 

First Year  

二年級 

Second Year 

上學期 

Sem1 

下學期 

Sem2  

上學期 

Sem1 

下學期 

Sem2  

腫瘤分子診斷 

Molecular diagnosis of cancer 
2 2       

分子免疫學 

Molecular immunology 
2 2       

儀器分析特論                  

Special topics on instrument analysis 
2 2       

醫用病毒學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in medical virology 
2 2       

生物醫學研究的設計與方法(一) 

Methods in biomedical research(I) 
2 2       

分子細菌學技術 

Technology in Molecular Bacteriology 
2 2    

人工生殖技術學 

Assisted reproduction technology 
1 1       

酵素反應機轉 

Enzyme mechanism 
2 2       

細菌基因學      

Bacterial genetics 
2 2    

臨床實驗室管理與行銷(Clinical 

laboratory management certification 

and health services marketing) 

2  2   

生物醫學研究的設計與方法(二) 

Methods in biomedical research(Ⅱ) 
2  2      

細胞激素特論 

Special topics on the cytokine network 
2   2     

生物資料庫 

Bioinformatic database 
1   1     

基因體與蛋白質體學 

Genomics and Proteomics 
2   2     

腫瘤生物學 

Tumor biology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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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Subject 

學分 

Credit 

一年級 

First Year  

二年級 

Second Year 

上學期 

Sem1 

下學期 

Sem2  

上學期 

Sem1 

下學期 

Sem2  

精準醫療之訊息傳導特論 

Special Topics from Signal Transduction to 

Precision Medicine 

2   2     

分子病毒學特論 

Special topics on Advanced topics in 

molecular virology 

2   2     

臨床應用免疫學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immunology 
2   2     

細胞凋亡及流式細胞分析技術 

cell apoptosis and flow cytometry 

assays 

2   2     

細菌抗藥性特論 

Special topics on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bacteria 

2   2     

原核生物基因之表現與調控 Gene 

expression and regulation in 

prokaryote 

2   2     

病毒致病機轉特論 

Special topics on Mechanisms of viral 

pathogenicity 

1     1   

奈米生物科技 

Nanobiotechnology 
2     2   

合計學分 Total credits：43 43 17 2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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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校級畢業規定: 
   (一)須完成修讀「實驗室安全」0 學分及「研究倫理」0 學分課程。 

   研究倫理:學生透過網路教學平台，每項課程閱讀時間須大於 20 分鐘，並通過線上

測驗達及格標準。 

   (二)英文能力： 

   須達到「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英文能力鑑定實施辦法」規定之校外英文檢測鑑定標   

   準或完成校內規定之配套措施。 

   (二)教學助理訓練： 

   碩士生須完成至少 1 學期、博士生須完成至少 2 學期之教學助理訓練。惟具全職工

作或已具教學經驗者，得提出相關證明至研究生事務處辦理抵免；經審核通過者，

予以免修。前款所稱「全職工作」係以投保薪資計算，「教學經驗」泛指曾擔任教

職、教學助理、課輔老師或學伴…等，具相關證明者。 

   二、系級畢業規定: 
   (一)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實施，最低畢業學分為 31 學分，含必修 12 學分，選修 13 學分

（需有 6 學分為本所教師所開之學分 ）及碩士論文學分 6 學分。 

   (二)需有論文發表，如下列條件之一： 

1.參加國內或國外研討會議發表口頭報告論文 1 篇（需為第一作者）。 

2.參加國內或國外研討會議張貼論文壁報 1 篇（需為第一作者）。 

3.發表國內或國外期刊論文 1 篇。 

   三、本學分表做為畢業學分認定之。 

Annotation from school 
1.Students needto take the courses: Laboratory safety(0) and Researchethics(0) 
2.Students need to pass English ability examinationbefore graduating.  
3.Teaching Assistant Training: Master students must complete at least 1 semester of  
  teaching assistant training.(Exemption for foreign students.)  
4. This credittable will be considered asthe confirmationforthe credits of graduation. 

Annotation from Department of Medical Technology 
1.Applicable to the students enrolled in 2021 academic year.  
2.Students must complete a minimum of 31 credits for graduation, including 18  
  required credits and a minimum of 13 elective credits.  
3.Among 13 elective credits, graduate students must take a minimum of 6 credit  
 courses offered by the department.  
4.A paper needs to be published in one of the following ways of the following: 
(1) To attend a domestic or foreign conference and publish an oral report paper as the  
   first author.  
(2) To participate in a domestic or foreign conference and present a poster paper as  
   the first author.  
(3) Publish a paper in a domestic or foreign journal.  
5. Completion of school-level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四、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https://gsa.cmu.edu.tw/?q=zh-hant/node/12 

 Thesis Defense Oral Examination: https://gsa.cmu.edu.tw/?q=en/node/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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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生相關辦法: 

物技術學碩士班選修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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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倫理修課方式 

即日起請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修習本校必修課程_研究倫理

https://ethics.moe.edu.tw  

一、線上教學：共 18個單元，全部修畢並通過總測驗，可獲得時數 6小時之修課證明。  

(境外生設定為英文版)。 

 

二、評量方式：成績需達測驗通過，同學毋須繳交證書。 

                         [統一於期末下載通過名單，匯入學校成績系統] 

 

三、登入：身分請選「必修學生」，並選[中國醫藥大學]，帳號=[學號]，密碼預設為[學

號後 5碼] 

 

*使用手冊(20200728版)下載及影片圖文說明：

https://ethics.moe.edu.tw/newuser/1/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ethics.moe.edu.tw%2F%3Ffbclid%3DIwAR3MwDr_UYk9Kq00WmeWFSelUj2ijcR1BDETog6ug6x6pxzGtqASO3on7AM&h=AT2WTY3vo7wPuUNzg7Lzv6zcQJZ2Aejnv94NufbXgmZCno7DGB8k9fq6YnSeWLTMPVROUMp0hbEOOmrOdYEhXAhu3t3nNqP5bHkjPy1O9L2-tUhWL3lYQ-oTiFHviHg_bQwftSE9DIg7rYkvqXkXwgs
https://ethics.moe.edu.tw/newus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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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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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獎助學金查詢網址： 

https://gsa.cmu.edu.tw/?q=zh-hant/nod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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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流程： 

 
一、通過本系論文進度審查同學，擬提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務必由所屬指導教授同意 

    後，方能自行至學生資訊系統進行線上申請及紙本送件至系辦。 

(一)線上申請：路徑【校園入口網站→學生資訊系統→各項申請→學位考試申請】 

      →上傳：(1)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請至[表單下載]→下載】 

          (2)論文原創性比對結果--中文論文請用中文論文比對系統、 

                   英文論文請用 turnitin系統 

          (3)指導教授推薦書 

      →送出 

      →列印：申請書--請檢查基本資料(e.g. 英文姓名、授予學位…) 

(二)紙本申請書(請填妥考試相關資料)、論文摘要＆系所規定應附資料(e.g. 成績 

單…)，經主指導教授簽核後送呈系所承辦人。→經系所主管、院長及研究生事務長 

簽核後，進行學位考試。 

(三)注意事項： 

  1.學位考試申請，請依行事曆公告期限內辦理，並完成相關行政程序，逾期不予受理。 

  2.如未經核備而逕行辦理學位考試者，其成績不予採認。  

 

二、論文編印項目及順序:  

(一)封面 Front Cover 

(二)空白頁 Blank Page 

(三)書名頁(中文)Thesis Title (Chinese) 

(四)書名頁(英文)* Thesis Title (English) (Optional) 

(五)審定書 Verification From the Oral Examination Committee 

(六)授權頁 CMU Thesis & Dissertation Copyright License Agreement 

(七)研究生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本校) CMU Graduate Student Academic Ethics  

    Statement 

(八)誌謝辭* Dedication or Acknowledgments (Optional) 

(九)摘要(中文) Chinese Abstract 

(十)摘要(英文) English Abstract 

(十一)目次 List of Contents 

(十二)圖表目次 List of Figures/Illustrations 

(十三)正文 Body of The Thesis  

(十四)參考書目 Bibliographies/References  

 1.中文部分  

  (1)圖書 (2)期刊論文 (3)網路資源 (4)其他  

 2.西文部分 English  

  (1)Books (2)Journal Articles (3)Electronic Resources (4)Others  

三、注意事項： 

    (一)學位考試申請，本校研究生事務處規定依行事曆公告期限內辦理，並 

        完成相關行政程序，逾期不予受理。學生請於規定日前送出資料。 

    (二)如未經核備而逕行辦理學位考試者，其成績不予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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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實驗室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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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貴重儀器：位於立夫教學大樓 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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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緊急事故處理： 

     學生交通意外事故或其他緊急事故通報，上班時間請先通知指導教授或   

   通知系辦，下班時間則先通知學校 24小時值勤教官及導師或指導教授。 

   學校總機：22053366  系辦分機 ：7201  校內 24小時值勤教官：22022205 

 

十一、與學生相關之本校網址：學生相關之本校網址： 

      1.本系網址：http://cmumt.cmu.edu.tw/ 

        e-mail：aca07@mail.cmu.edu.tw 

      2.學生專區：學生選課、課程查詢系統及學務…等訊息查詢   

        http://www.cmu.edu.tw/stu.html 

      3.研究生事務處網址:https://gsa.cmu.edu.tw/?q=zh-hant/node/12 

十二、師長及系辦公室聯絡電話： 

      系主任： 

      林孟亮主任：04-22053366轉 7211 

      e-mail：mllin@mail.cmu.edu.tw 

              mllinsally@yahoo.com.tw        

      醫技系系辦公室： 

       儲慧玫小姐（儲姐）：04-22053366轉 7201   

                  e-mail：aca07@mail.cmu.edu.tw 

 

十三、醫技系關心您： 

         親愛的醫技新夥伴！非常歡迎您加入我們的大家庭，在您學習路 

    程中不管遇到什麼問題，我們均非常樂意分享您的喜怒哀樂！誠摯歡 

    迎您能主動我們聯繫! 

 

 

http://www.cmu.edu.tw/stu.html
mailto:mllin@mail.cmu.edu.tw
mailto:aca07@mail.cm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