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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含碩士班)(以下簡稱本系)乃為配合學校醫學教育基礎紮

根及科技發展之需求而成立，透過慈濟的教育理念、人文薰陶以及多元化的認知及專

業訓練，推動生物科技的教學與研究發展。本系學士班與碩士班之教育目標分別為培

育「具有生命科學潛力及主動終身學習的科技人才」及「具有生命科學研究能力的科

技人才」。近年本系為提升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在專業素養以外的核心就業力，更開

設各項與生技產業接軌、職涯規劃之課程，並積極辦理職涯與跨領域能力養成的活

動，以培育兼具生命科學知識技能與職場核心能力的人才為目標。現有專任教師 12

名、客座教授 1名、合聘教師 4 名，學士班學生每年招收 50 名、碩士班學生招收 10

名。 

 

    本系依評鑑之精神與重點，進行 101-103 學年度系內各項會議紀錄、師生座談意

見、畢業生及雇主問卷意見與第一週期評鑑建議等資料之準備與分析，茲歸納如下： 

1.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本系經系務及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討論與規劃，擬定系之中

長程發展計畫，並設立系所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進而確立基礎科學、學術研究及

多元化發展之課程設計方向。 

2.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依據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規劃課程並遴聘具相關專業

之專任教師，透過本校相關教學補助計畫與各項獎助機制，提供教師完善的教學支

持系統，俾利厚實教師之專業發展及通過教學評鑑。 

3.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本系分析學士班、碩士班學生特質，並透過本校及本系各

項學習輔導、課內外學習活動支持系統與生活輔導相關措施，以期達成學生適性發

展之目的。 

4.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藉由本校及本系所提供之研究資源與各項補助，充分提供

師生進行學術研究之專業協助與支持，並鼓勵師生發揮人文精神，參與校內外服務

活動。 

5.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本系藉由定期辦理之各項活動或問卷調查，蒐集師生、畢

業生、產業界、相關領域專家顧問之意見，在相關會議提出討論，據以研擬評估學

生學習成效之機制並訂定行動方案，以做為本系自我改進及未來發展之參考。 

貳、導論 

一、生命科學系(含碩士班)之歷史沿革 

    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於民國87年奉准成立，初期為招收一班，學士班學生名額計

53人。其後為增加生物科技學、產界人力資源，於民國92年擴增為兩班，招生名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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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為106人。而為了培養高階科研人才，本系進而於民國93年成立碩、博士班，著重

於生物醫學、植物科學及環境微生物等領域的研究。然因配合本校校務發展以及新增

系所之故，學士班於民國97年減為一班。此外，博士班則因應招生不易以及校內資源

整合，於民國99年整併於本校醫學科學研究所內共同經營。 

 

二、自我評鑑過程 

本系為因應各項教學、研究、輔導及行政業務之發展，且配合第一週期系所評

鑑強化自我改善機制，於 95 學年度訂定「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教師功能分組辦法」

及「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碩士班)自我評鑑實施細則」，並於 98 學年度訂定「慈濟

大學生命科學系(碩士班)自我評鑑辦法」。本系自我評鑑委員會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

組成，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進行自我評鑑之規劃、實施、執行與指導工作。委員

會執行方式及運作，包括逐一檢視及檢討各項評鑑項目，分析校內外各互動關係人

之意見與建議，並於相關會議討論並擬定行動方案及落實各項目標之執行。 

本系已於 98 學年度通過第一週期系所評鑑，而在邁入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際，本

系除於 102 學年度進行第二週期系所評鑑焦點自評資料之整理及簡報外（102 年 10

月），亦於 103 年 3 月 31 日進行第一次校內自我評鑑訪視，聘請成功大學黃浩仁教

授、本校賴志嘉教授及張新侯院長蒞臨指導；此外，並於 104 年 3 月 17 日進行第二

次校內自我評鑑訪視，聘請台灣大學于宏燦教授、中央研究院孫以瀚教授及本校羅

時燕教授蒞臨指導，俾使本系能達成推動與落實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而本

系將於 104 學年度接受教育部委請財團法人高等評鑑中心辦理之系所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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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師生依據校院發展、社會需求與畢業生及雇主之回饋意見，並參酌第一週期系所

評鑑之建議，經由各項會議討論，訂出教育目標、核心能力及核心能力指標，據以規

劃學士班及碩士班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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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定位 

本系設置目的，以培育具有生命科學基礎知識、技能與態度的科技人才，並教導學

生能應用生物科技進行跨領域能力發展，藉此願景逐步發展出本系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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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目標 

本系學、碩士班依據培育國家生命科學人才所需以及學生發展與現況、師資條件、

班制特色、校院系所發展方向、畢業生表現、產業領域發展趨勢、社會需求、互動

關係人回饋意見，經各項會議討論規劃以訂定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核心能力指標。

本校設立宗旨及教育目標與本系學、碩士班宗旨及教育目標之關連性如下圖： 

圖1-1：本系學、碩士班宗旨及教育目標之關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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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本系學、碩士班定位、教育目標，制定符合專業知識、態度及技能之核心能力，

培養本系學士班學生具有「生命科學基礎及專業知識」、「邏輯分析及科學資料表

達的能力」及「生命科學的基本應用能力」等核心能力，以落實培育具有生命科學

潛力及主動終身學習的科技人才之目標；碩士班為扣合學生具有生命科學研究能力

的科技人才的培育目標，訂定具有「生命科學專業知識」、「專業科學表達能力」

及「生命科學的專業實驗操作及問題解決能力」等核心能力，以使學生習得精實的

專業能力。 

2.核心能力指標 

本系依據學士班、碩士班之核心能力，經相關會議制定出可具體觀察評量學生學習

表現之核心能力指標。 

3.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核心能力指標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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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核心能力指標對照表 
學

系 
學制 教育目標 核心能力 核心能力指標 

生

命

科

學 

系 

學士班 

培養具有生命

科學潛力及主

動終身學習的

科技人才 

1 具生命科學基礎及

專業知識 

1a 具備生命科學基礎知識 

1b 具備生物醫學或植物與微生物的專業知識 

2 具邏輯分析及科學

資料表達的能力 

2a 能完成邏輯思辨課程訓練 

2b 能理解科學邏輯及資料分析方法 

2c 能運用科學資料並具表達能力 

3 具生命科學的基本

應用能力 

3a 能通過生命科學實驗課程訓練 

3b 能完成生命科學專題研究 

學制 教育目標 核心能力 核心能力指標 

碩士班 

培養具有生命

科學研究能力

的科技人才 

1 具生命科學專業知

識 

1a 具備生命科學專業知識 

1b 能整合生命科學專業知識發表學習心得 

2 具專業科學表達能

力 

2a 具備口語表達專業科學研究內容的能力 

2b 具備撰寫專業科學報告的能力 

3 具生命科學的專業

實驗操作及問題解決

能力 

3a 具備生命科學的專業實驗操作能力 

3b 能將生命科學專業知識運用於解決研究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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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定期邀集師生於相關會議討論並修正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力及核心能力指標，

並據以修正課程規劃及訂定各班制之課程地圖，會議討論情形如下表： 

表1-2：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力及核心能力指標會議摘要 
會議日期 會議議題 會議決議 

100/03/30 
本系所核心目標等檢

核機制討論 

1.學生基本素養第 1項之量化標準，改為「每學年 1次，累計至少 4

次」，另第 2 項之量化標準改為「每學年 1 次，累計至少 8 次」呈

現。 

2.學生基本素養第 4點「主動學習的精神」，改為「曾參與 Journal 

Club，讀書會活動，或修習如專題研究，產業實習等課程或完成相

關課程指定之探討，至少 2項」。 

3.擬於 97 級畢業生實施，暑假即應建立評量題庫以供爾後新生入學

及畢業評量之需。 

101/02/14 

討論本系大學部及碩

士班畢業門檻檢核機

制，以訂定本系學生基

本素養及核心能力畢

業門檻實施細則。 

1.修改本系大學部畢業門檻檢核機制中「其他畢業門檻」之檢核項

目為「修畢系定 128 學分(含學群學分 20 學分及總結性評量課程(專

題討論)且及格。」。附帶決議，檢核機制中「關懷利他的人文素養」

之檢核項目，五年一貫生應於碩二再參與一次。 

2.本系碩士班畢業門檻檢核機制中「寬宏視野的國際觀」之檢核項

目，修改心得報告為「五百字」。「具邏輯思考及分析事理的能力」

之檢核項目，修改為「完成碩士論文」。「畢業門檻」之檢核項目，

修改為「除修畢學業學分(24)加論文學分(6)且及格外，另需於畢業

前，以第一作者身分參加校內(外)學術研討會，進行口頭或壁報發

表，或參加系舉辦之研究生論文競賽」。  

101/07/03 
本 系 「 系 所 發 展 計

畫」，提請討論。 

1.大學部教育目標：「培養具有生命科學潛力及主動終身學習的科

技人才。」 

碩士班教育目標：「培養具有生命科學研究能力的科技人才。」 

2.大學部核心能力：(1)具備生命科學基礎知識及生物醫學或植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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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專業學術能力。(2)具備邏輯分析及科學資料表達的能力。(3)

具備生命科學的基本實驗操作能力。 

碩士班核心能力：(1)具備及運用生命科學專業知識。(2)具備撰寫

及表達專業科學報告的能力。(3)具備生命科學的專業實驗操作及問

題解決能力。 

102/02/20 

已於100-2學期第十二

次(101 年 7 月 3 日)系

務會議決議修訂本系

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

力。因應評鑑所需，本

系需訂定核心能力指

標。  

訂定本系學生基本素養核心能力指標，做為畢業檢核機制。 

102/05/01 

修訂本系必修課程對

應核心能力、權重及課

程地圖。 

修訂大學部及碩士班核心能力： 

大學部： 

1.具生命科學基礎及專業知識。 

2.具邏輯分析及科學資料表達的能力。 

3.具生命科學的基本應用能力。 

碩士班： 

1.具生命科學專業知識。 

2.具專業科學表達能力。 

3.具生命科學的專業實驗操作及問題解決能力。 

103/10/22 

有關教育目標中「生命

科學潛力」之用詞，提

請討論。(102 學年自我

評鑑委員建議) 

本系學士班教育目標中之「生命科學潛力」，可包含及對應到本系

學士班核心能力中「具生命科學基礎及專業知識」、「具邏輯分析

及科學資料表達的能力」、「具生命科學的基本應用能力」等能力，

為較全面性之用詞，經全系老師討論後持續採用此用詞。 

 

1.1.4 向師生宣導說明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之做法。 

本系除透過系所網頁及學生社群網站宣導說明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之外，亦定期於

學期初辦理學士班及碩士班師生座談會，會中宣導及討論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教育

目標及核心能力，並於會後以問卷調查學生對於本系辦學目標之瞭解及認同度，101

至103學年度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認同度皆高達九成以上（附件1-1：師生座談會系

所認同度調查結果）。此外，各座談會後問卷填答及意見回饋皆通過系務會議討論，

並公告至本系網頁（附件1-2：師生座談會意見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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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本系設立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核心能力指標，學士班及碩士班課程以符合生

命科學內涵的基礎及專業課程設計為主要架構，並依生物醫學與應用、植物科學以

及環境微生物等領域規劃課程。本系課程規劃與教育目標、核心能力之關係請參考

下圖： 

圖1-2：本系課程規劃與教育目標、核心能力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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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 

除由本校統籌訂定的校核心科目、通識課程以及體育必修課程，作為學生通識學養

與人文素養的基本要求外，在培養學生專業核心能力的系必、選修課程，是依不同

年級以基礎及專業課程循序漸進的設計，並規劃「生物醫學與應用」、「植物與微

生物」兩學群課程，提供學生擇一或兩學群選擇修習（圖1-3）。學士班必、選修課

程依需要設計配套的實驗課程，期使學生能將各學科專業知識與實作技術相互結

合。同時，開設產業與市場發展相關課程，力求課程學習與實務操作或體驗的一致

性。近年來，亦鼓勵學生進行跨校選修及參與校內外學術活動，並舉辦產研機構參

訪及實習活動，以強化學生學用合一的能力。綜合而言，基於教育目標，本系學士

班課程規劃能達成學生核心能力的養成與適性的發展。 

碩士班 

碩士班的課程設計主要以科學分析、科技概念及獨立研究之訓練為主，規劃的課程

除必修課程分子細胞生物學、生命科學研究技術、專題討論、論文寫作外，選修課

程則是以「生物醫學」、「環境微生物」、「植物科學」三種領域作為課程分類，

並鼓勵研究生修習本校所有相關研究所開設的課程（圖1-4）、跨校選修及參與國內

外研討會並發表研究成果，以強化研究生之專業能力。因此，碩士班課程能支持教

育目標之達成，核心能力之培育，並培養學生具備生命科學領域之研究能力。 

2.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規劃之對應 

本系依據課程內涵及重點培育能力，經課程規劃委員會制訂學士班及碩士班每門必

修課程的核心能力指標，並設定適當權重，使各課程均有其相對應的核心能力之培

養，每一核心能力權重總和為100%。 

表1-3：生命科學系【學士班】學生核心能力與課程規劃之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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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系【學士班】學生核心能力與課程規劃之對應表 

學士班教育目標：培養具有生命科學潛力及主動終身學習的科技人才。 

【學士班】 

核心能力 

1.具生命科學基礎及專業知識 

2.具邏輯分析及科學資料表達的能力 

3.具生命科學的基本應用能力 

         核心能力 

必修課程/學分數 
1 2 3 

累計 

權重 
佔整體% 

普通生物學 5 7.2% 6.7% 5.9% 19.8% 6.6% 

普通生物學實驗 1 1.4% 6.7% 13.9% 22.0% 7.3% 

普通化學 3 5.0% 5.0% 0% 10.1% 3.4% 

普通化學實驗 1 5.0% 4.2% 11.9% 21.1% 7.0% 

有機化學 3 5.0% 8.4% 0% 13.4% 4.5% 

有機化學實驗 1 2.9% 5.9% 9.9% 18.7% 6.2% 

遺傳學 2 5.7% 5.0% 0% 10.8% 3.6% 

生態學 3 4.3% 3.4% 0% 7.7% 2.6% 

生物統計學 3 1.8% 4.2% 5.0% 10.9% 3.6% 

生物化學(一) 2 3.6% 1.7% 0% 5.3% 1.8% 

生物化學實驗 1 3.6% 1.7% 5.9% 11.2% 3.7% 

細胞生物學 3 7.2% 5.0% 5.9% 18.2% 6.1% 

生物化學(二) 3 3.6% 1.7% 0% 5.3% 1.8% 

細胞生物技術與原理 3 6.5% 7.6% 17.8% 31.8% 10.6% 

分子生物學 3 6.5% 2.5% 5.9% 14.9% 5.0% 

核酸科技 2 5.7% 5.0% 0% 10.8% 3.6% 

蛋白質科技 2 5.7% 2.5% 0% 8.3% 2.8% 

分子生物技術與原理 3 6.5% 7.6% 17.8% 31.8% 10.6% 

專題討論(一) 2 6.5% 7.6% 0% 14.0% 4.7% 

專題討論(二) 2 6.5% 7.6% 0% 14.0% 4.7% 

合計 100% 100% 100% 300% 100% 

表1-4：生命科學系【碩士班】學生核心能力與課程規劃之對應表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學生核心能力與課程規劃之對應表 

碩士班教育目標：培養具有生命科學研究能力的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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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核心能力 

1.具生命科學專業知識 

2.具專業科學表達能力 

3.具生命科學的專業實驗操作及問題解決能力 

                              核心能力 

必修課程/學分數 
1 2 3 累計權重 佔整體% 

專題討論(一) 1 15.4% 17.1% 11.3% 43.8% 14.6% 

專題討論(二) 1 15.4% 17.1% 11.3% 43.8% 14.6% 

專題討論(三) 1 15.4% 17.1% 11.3% 43.8% 14.6% 

專題討論(四) 1 15.4% 17.1% 11.3% 43.8% 14.6% 

分子細胞生物學 4 17.1% 2.9% 7.5% 27.5% 9.2% 

論文寫作 1 4.3% 9.5% 9.4% 23.2% 7.7% 

生命科學研究技術 4 17.1% 19.0% 37.7% 73.9% 24.6% 

合計 100% 100% 100% 300% 100% 

 

1.2.2 課程架構清楚之學習邏輯及設計考量。 

1.課程架構設計考量 

學士班課程： 

除由本校統籌訂定的校核心科目、通識以及體育必修等課程作為培養學生學養與人

文素養的基本要求外，學士班課程的開設內容概分為「生物醫學與應用」、「植物與

微生物」兩學群課程，學生可自行由其中選擇學群課程修習，充分展現本系課程規

劃具適宜之彈性與自由度。為強化學生學用合一的能力，目前開設的必、選修課程，

依需要輔以實驗課程。本系亦鼓勵大一學生修讀專題研究(附件1-3：大一學生修讀

專題研究情形)，引導學生將基本專業知識的內涵結合實作技術的學理運用，增進實

作技能與認知，而為強化應用能力，本系進一步將大三至大四上專題研究課程列為

學群共同必修(附件1-4：系務會議紀錄)。此外，依教育部青年發展署大專畢業生創

業服務計畫，本系開設以產業發展為導向的課程，並定期於三年級下學期至生科領

域之產官學研界進行校外教學參訪。透過營造務實性教學環境，厚實學生的核心能

力，以達成培養「具有生命科學潛力及主動終身學習的科技人才」之目標。 

碩士班課程： 

碩士班之課程設計經師生座談會、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的討論，訂定以分子細胞

生物學、生命科學研究技術及專題討論等課程為主的核心課程，選修課程也以學群

歸類提供學生規劃學習方向，同時提供跨院校的課程，俾利研究生依據其興趣選修。

此外，亦安排專題演講、跨校系研討會及校外的研究發表等學術活動。透過專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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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學習、論文研究與表達能力的訓練，達成培養「具有生命科學研究能力的科技人

才」之目標。 

2.課程規劃表 

本系學士班全部必修學分數佔畢業總學分數比例為51%(65/128)，課程規劃請參考下

表： 

表1-5：學士班課程結構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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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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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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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系所課程 

基礎課程 
必修 34  

選修 51 含「生醫」、「植微」學群必選修 

專業課程 
必修 4  

選修 80 含「生醫」、「植微」學群必選修 

系規定畢業總學分數 128  

本系碩士班全部必修學分數佔畢業總學分數比例為 54%(13/24)，課程規劃請參考下

表： 

表1-6：碩士班課程結構規劃表 

課

程 

結

構 

區分 類別 學分數 備註 

系所課程 

基礎課程 
必修 13  

選修 2 畢業前須修習基礎選修+專業選修共 11 學分 

專業課程 
必修 -  

選修 18 畢業前須修習基礎選修+專業選修共 11 學分 

碩士班規定畢業總學分數 30 包含論文學分 6學分 

3.課程地圖 

本系於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項下規劃學士班（圖 1-3）、碩士班（圖 1-4）課程地圖， 

圖 1-3：學士班課程地圖(1040413 系課規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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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碩士班課程地圖(1040413 系課規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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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依據「慈濟大學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組織規程」設立「生命科學系教學暨課

程規劃委員會」(附件法規1-1、1-2），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學士班及碩士班各年

級一位代表、畢業校友一人及校外委員二人(含學界及業界代表)組成，執掌包括擬

定課程開設原則、教育目標、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審議課程結構(含畢業學分、

通識、必修、選修學分比例)、討論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與輔導等工作內容。（附件

1-5：101-103學年度課程規劃委員會組織成員） 

2.課程規劃委員會課程檢討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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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於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檢討學士班、碩士班課程，以符合本系教育目標與

核心能力。會議討論課程相關之議題及決議詳如附件1-6，另摘要檢附如表1-7所示。 

表1-7：本系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討論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摘要 
會議日期 會議議題 會議決議摘要 

101/11/14 審議100學年度第2學期本系

開設課程之課程內容檢討意

見表。 

1.建議校、院、系教育目標、學生基本素養、核心能力及課程內容未

異動時，是否可以填寫過的課程內容檢討意見表作為審查資料，不需

每學期再重新填寫。 

2.請教師將意見表內容有誤之部份修正後，提送院課規會審議。  

102/04/10  討論生命科學系各課程意

見，提請審議。 

各班級所提出之課程意見，通過依據授課教師之回覆，故本案照案通

過。並於系上網頁公告周知，另亦請各年級代表向同學轉達此訊息予

班上同學知悉。 

104/04/13 審議本系各課程主課老師意

見，提請討論。 

為使本系必、選修課程之開設符合系所教育目標，並依主課教師及學

生之反映適度檢討及改善課程內容，提請課規會進行討論、審議及回

覆。本案照案通過。 

 

(二) 特色 

1.以「生物醫學與應用」、「植物與微生物」為發展主軸的生命科學系 

為因應現代生物科技的快速進步，以及結合本校生物醫學發展，本系學士班課程特以

生物醫學、植物科學及環境微生物領域為發展重點，型塑學生專業核心學識與實作技

能。而延續本系發展重點，碩士班課程部分，則涵蓋「生物醫學」、「環境微生物」、

「植物科學」等領域，在此重點發展方向下，本系學、碩班課程除可建構學生的生命

科學基礎知識外，亦有助於學生未來在產、學界，順利銜接至轉譯科學(醫學與農學)

領域。 

2.營造學用合一的學習環境 

為引導學生將學理落實於運用，強化知識應用能力，本系課程規劃除以專題研究為生

科學門之必要訓練外，亦開設多門產業發展導向課程以及實地參訪。此外，透過產業

實習課程，本系積極爭取並已與多個公私立機構簽訂學生暑期實習合約。而在碩士班

部分，則是加強論文研究內容與表達能力的訓練。因此，透過營造學以致用的學習環

境，厚實學生的核心能力。 

(三) 問題與困難 

目前本系主要面臨的問題與困難包括： 

1.學生素質與來源：私立學校、地緣及少子化 

雖然本校在慈濟基金會支持下，年年投入大量財力與人力，教學相關硬體與軟體都相

當優質，卻在國人對私立學校的刻板印象以及本校的地理位置等不利因素，加上少子

化現象造成未來的生源減少，更嚴苛的招生競爭已成為系所發展之阻礙。 

2.學生前途：系所屬性與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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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系本不似專技系所有較具體的出路或證照取得，且因近十幾年生命科學相關

系所的大量設立，生技領域人力市場，已明顯供過於求。因此，如何培養具知識理論

基礎，及職場需求的學生，實為現階段發展的一大挑戰。 

 

(四) 改善策略 

針對以上問題與困難，本系擬定以下的改善策略： 

1.面對105年全國大學入學新生的大幅度短缺，以及本校在地理上的劣勢，本系依據

訂定之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規劃，持續為學生的學習品質把關，使入學學測成

績雖為中段的學生，透過優質的人文學習環境和紮實的課程訓練，在畢業後於職場上

能有良好的工作態度及表現，獲雇主肯定並藉此廣為宣傳本系的教學成效。此外，積

極鼓勵有志於從事學術研究的同學修讀本系學碩士班五年一貫學程，以紓緩碩士班招

生率不理想之困境。除了招收本地生外，本系亦配合學校政策，積極參與陸生及外國

學生的招生，而因應國際生的加入，本系在課程上亦已開設數門全英語教學課程，未

來將逐步增加全英語教學課程，以培養學生與國際學術接軌的能力，並成為本系的課

程特色。 

2.為符合學生及家長對大學教育的期待，本系逐步以職場需求作專業訓練的課程規

劃，使學生學以致用、具備學用合一的能力，並鼓勵學生培養跨領域發展的能力，輔

以落實本系學士班和碩士班學生訂定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為發展的重點，訓練具生

命科學理論基礎的優質學生，同時培育具職場需求素養的畢業生；透過施行多元教學

與學習評量的教學考核機制，並積極鼓勵學生修習跨領域學分學程，以培養跨領域學

習的生存能力，使畢業後得與多元複雜的職場需求相接軌。也在與設校理念一致的運

作機制下，藉由慈濟人文涵養的品格教育，進行姊妹校的交換學習拓展學生國際視

野，並期望能開創更多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的就業機會。 

3.定期提供畢業校友經驗談 

本系定期邀請系友以網路、問卷或於返校座談時，提供建言作為系所規劃重點發展方

向及建議執行策略。此外，系友並以親身經歷給予在學學生建言和鼓勵，使在校生能

提早構思生涯與職涯的發展規劃，開展積極的大學生活。 

 

(五) 項目一之總結 

本系的發展是以生物醫學為起始，在考量生命科學所需涵蓋的廣度，乃逐步將植物科

學及環境微生物學納入發展，並在符合校、院整體發展的計畫下，訂定本系辦學的宗

旨和設立學士班與碩士班之教育目標。經由系務會議、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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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及自我評鑑委員之行政管理運作機制，落實訂定本系之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

課程規劃，明確的訂定學士班之教育目標為「培養具有生命科學潛力及主動終身學習

的科技人才」、碩士班為「具有生命科學研究能力的科技人才」。並藉由核心能力與

核心能力指標的設立，規劃符合教育目標之課程設計、教學活動、學習輔導及學術專

業的養成，同時透過分析畢業生表現，落實整體自我改善機制，據以擬訂修正與改善

之計劃，以期達成本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形成本系辦學提升的良好循環。期使現

有與未來的學生能獲得更好的學習品質，成為兼具生命科學知識、技能與職場核心能

力的人才，畢業後能符合社會的需求並貢獻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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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 

(一)現況描述 

為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本系教師依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規劃課程，並採

用多元教學方法與學習評量，開發學生的潛能，以達學習績效。而教師亦藉由本校實

施之「教學評鑑」及「教師評鑑」等機制，持續精進教學技巧及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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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力遴聘專長涵蓋生物醫學、生物技術、植物科學及環境微

生物學等領域之專任教師，並依據課程設計與教學之需要，逐年進行校內其他專業領

域教師之合聘作業，必要時也遴聘校外兼任教師、課堂助講之單元教學教師、或專題

演講之校外專家學者及業師，以符合學生學習的需要。本系專任及合聘教師均具有生

命科學領域背景，負責專業課程之授課並皆能滿足課程之多元化發展的方向。 

表 2-1：本系教師列表 
教師 

姓名 

聘任 

類別 

年

資
職級 學歷 專長 主要授課科目 

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 

徐雪瑩 專任 17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博

士 

抗癌藥物之細胞調

控機制、抗氧化劑之

生物功能開發、腫瘤

血管新生 

學士班：細胞生與死的調控、輻射生

物學、輔助醫學、植物性營養與功

能、生技產業創新與創業、生技產業

與健康營造 

碩士班：分子細胞生物學、細胞凋亡

李政偉 專任 12 教授 臺灣大學微生

物學研究所博

士 

鼻咽癌癌化探討、EB

病毒致癌特性、新複

方抗腫瘤機制 

學士班：微生物學、生醫科學思維、

RNA 干擾技術與應用、專題研究

(三)、專題研究(四) 

碩士班：生物晶片、癌症生物學、腫

瘤微環境特論 

王明升 專任 17 副教授  美國密蘇里大

學哥倫比亞學

區理學博士 

實驗動物學臨床管

理、哺乳動物生殖生

物學 

學士班：動物組織學、專題討論

(一)、專題討論(二) 

碩士班：實驗動物科學簡介 

許豪仁  專任  3  副教授  陽明大學醫學

工程研究所博

士  

配體調控離子通道

的開關機制、抗發炎

蛋 白 藥 物 設 計 開

發、表面電漿共振效

應應用 

學士班：生物分子模擬概論、藥物設

計理論與實例、微積分、普通物理

學、 

碩士班：生物物理化學 

陳泓吉 專任  10 助理教授  美國賓州州立

大學遺傳學博

士  

血管細胞的訊息傳

遞及基因調控 

學士班：遺傳學、核酸科技、專題研

究(一)、專題研究(二)、基因選殖與

分析、基礎訊息傳遞 

碩士班：專題討論(三)、專題討論

(四)、細胞調控機轉 

李哲夫  客座 12 客座教授 美國西維吉尼

亞大學醫學院

藥理學博士  

血管生物學、腦血管

藥理學 

學士班：藥理學 

碩士班：血管生物學 

植物與微生物學群 

鄭靜明  專任  9 副教授  清華大學生命 植物遺傳與育種、分 學士班：特用植物、生技產業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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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所博

士  

子生物 析、植物育種學、專題研究(七)、專

題研究(八)、產業實習 

碩士班：生命科學研究技術、植物生

物技術 

周帛暄  專任  9 副教授  中興大學生物

科技學研究所

博士  

葉綠體生物學、花器

發育調控機制 

學士班：植微科學思維、植物分子發

育學、植物組織培養學、生命科學生

涯規劃 

碩士班：植物分子發育學特論 

劉嘉卿  專任  13 助理教授  臺灣大學植物

學研究所博士 

外來植物分類與風

險評估 

學士班：生態學、植物解剖學、植物

解剖學實驗、植物形態學、種子植物

分類、生物標本製作 

碩士班：生態學特論 

葉綠舒  專任  13 助理教授  美國杜蘭大學

生化所博士  

光敏素訊息傳導、植

物次級代謝 

學士班：植物生理學、植物生理學實

驗 

陳俊堯  專任  11 助理教授  美國康乃爾大

學比較生物醫

學博士  

微 生 物 生 態 與 演

化、環境微生物多樣

性、腸道生態系 

學士班：專題討論(一)、專題討論

(二)、環境微生物學、環境微生物分

析原理及技術、動物生態研究方法、

比較解剖學、從自然記錄片看環境議

題 

碩士班：微生物生態與演化、微生物

多樣性、生物復育 

林麗鳳  專任  8 助理教授  美國波士頓大

學微生物學研

究所博士  

抗 炎 藥 物 機 制 探

討、Moss 蛋白質功能

分析 

學士班：蛋白質科技、生醫科技與應

用、專題研究(五)、專題研究(六)、

結構生物學、英文科學報告與閱讀技

巧 

鄭綺萍  專任  5 助理教授  美國肯塔基大

學植物病理學

博士 

病毒與寄主之交互

作用、分子病毒與植

物病理學 

學士班：細胞生物技術與原理、分子

生物學、分子生物技術與原理、寄主

與病原菌之交互作用、生物英文、生

物奈米仿生學 

合聘教師 

王文柄  合聘  21 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

立大學分子遺

傳學博士 

發生學、生長因子及

分子遺傳 
學士班：發育生物學 

彭致文  合聘  10 教授 美國奧瑞岡州

立大學病毒學

博士 

EB 病毒潛伏感染、基

因治療在 EB 病毒感

染的應用 

學士班：病毒學、動物細胞培養技術

碩士班：基因表現與調控 

林明德  合聘  8 助理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

分子與細胞生

物學研究所博

士 
 

發育遺傳學、分子細

胞生物學 

學士班：發育生物學、專題討論碩士

班：生命科學研究技術 

周志中  合聘  1 教授 
國防醫學院生

命科學博士 

癌症生物學、血小板

凝集反應及血管功

能研究、發炎性疾病

及治療、中草藥及天

然物療效研究 

- 

 

2.1.2 專任教師結構合理流動率低。 

本系專任教師目前共有 12 位師資員額，皆具有國內外知名大學之博士學位，101-103

學年度師資員額維持在 12-15 人，教師流動率低，自 98 學年度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後，

僅在 100學年度新聘一位教師，另在 100-2 學期至 101-2 學期 1位教師辦理留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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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2 學年度復職。101-2 學期李哲夫老師退休，103 學年度邱淑君老師離職，103-2

學期 1位教授轉為合聘。目前教授人數 2 名佔專任教師人數 16.7%，副教授 4 名佔

33.3%，助理教授 6 名佔 50%，整體而言，師資結構合理及穩定（附件 2-1：師資結構

表）。 

圖 2-1：98-103 學年度教師人數及結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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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遴聘制度 

本系依據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訂定「生命科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設置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停聘、解聘及不續聘等事宜。

所有關於教師聘任、升等及教師權益等議題均經系、院、校教評會，以三級三審方式

辦理。另本系依本校「校內專任教師合聘作業要點」訂定「生命科學系合聘教師辦法」，

以合聘的方式，延攬本校相關系所教師，使本系教學資源更加完整（附件法規2-1至

2-4）。 

2.教師考核制度 

依據本校「教學評鑑辦法」及「教學評鑑施行細則」，每年教師須通過教學評鑑，經

本系教評會依據本校「教師薪資晉級辦法」審議教師是否通過考核、符合晉薪續聘資

格。另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規定，專任教師到校每滿三年需接受評鑑，項目包含教

學、研究與輔導及服務等三項，評鑑採評分制，總分為 100 分，教師評鑑加權總分達

70 分者為合格。教師評鑑若未獲通過之教師得依本校制訂之「協助教師整體發展辦法」

相關規定，經「教學專業發展委員會」協助，並於次年再次接受評鑑。（附件法規 2-5

至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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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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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課程皆符合本系設立之教育目標，各課程教學大綱並依規定格式

撰寫，內容包含教學目標、教學進度、使用教材、多元教學方法、及多元學習評量，

另必修課程之教學大綱特明列對應之核心能力，使學生充分暸解各課程與核心能力培

養的關連性，規劃自身的學習進程。(附件2-2：必修課程教學大綱查詢系統網址；現

場備有電腦供線上查詢) 

 2.定期更新教學大綱 

本系教師所負責之各課程均依據校定時間提供課程大綱並定期更新。 

(1)上系統填報教學大綱：為確保學生充分瞭解學科之教學目標、核心能力與內容，

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課程皆有明確之教學大綱。本系教師於選課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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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公告供學生查詢。

本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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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或是評量方式，於學期

開學前重新輸入更新，教師也會根據相同領域之發展現況及因應授課教科書改版而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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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教師分別依據學士班及碩士班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力，根據不同班制、不同學

生背景設計課程，採用多元教學方法與多元學習評量方式，以開發學生學習的潛能達

到最大學習成效。本系多元教學方法與多元學習評量方式詳見下表： 

表 2-2：多元教學方法與多元學習評量摘要 
多元教學方法 多元學習評量 

1.教師講述 

2.進行案例、實例或影片分析 

3.進行問答、討論或辯論 

4.小組合作學習 

5.示範教學與同學實作 

6.文獻探討 

7.進行專題報告、發表或展演 

8.投影片輔助說明 

9.電腦報表分析 

10.TBL 

11.校外參訪或實習 

12.影音線上教學(翻轉教學)  

13.學生參加校內演講並交心得報告 

14.指導老師個別針對每位同學進行報告指導  

1.課堂測驗(如：小考、期中考、期末考等) 

2.課堂行為與學習態度紀錄(如出席率、作業繳交情形等) 

3.分組口頭或書面報告 

4.課堂討論 

5.同儕評量(考核同儕互動、合作學習之參與度及貢獻) 

6.專題報告(文字及口頭報告) 

7.課後指定作業 

8.Moodle 線上測驗(附件 2-3：生命科學系 Moodle 頁面) 

9.交參加演講心得報告 

10.繳交研究計畫報告 

11.統計軟體操作 

2.教師教學與評量能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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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學士班分別有 85%(17 門)必修課程使用多元教學方法或多元學習評量；碩士班為

100%(7 門)必修課程使用多元教學方法，71%(5 門)必修課程使用多元學習評量。(附

件 2-4：使用多元教學方法及多元學習評量之必修課程列表)。此外，專業必修課程並

搭配實驗課程，以充分融入實務面向。本系學生對於教師教學評量之評價良好，101

至 103 學年度本系教師教學評量 5分量表之平均分數分別為 4.38、4.28、4.32（附件

2-5：100-103 學年度本系教師教學評量）、101-102 學年度教學評鑑之平均分數分別

為 95.59、96.15(註：103 學年度教學評鑑結果於 9月中下旬核定)（附件 2-6：101-102

學年度本系教師教學評鑑），顯見本系教師之教學品質可滿足學生學習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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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於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召開前，先向學士班、碩士班各班學生調查課程內容意

見，並請主課老師針對學生問題進行回覆，據以做為教師調整課程內容設計之參考，

以確保學生學習需求的滿足與教學品質的提升。（附件2-7：主課教師及學生課程內容

意見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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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教師透過學校教師發展中心及相關補助計畫(如教學卓越計畫)所制訂的各項獎助

機制，獲得完善的教學支持系統，並有助於厚實教師之專業發展及通過教學評鑑。 

1.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與獎勵機制 

本系教師依據本校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所建立各項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與獎勵機

制，如：「慈濟大學協助教師整體發展辦法」、「慈濟大學教師參加教學專業成長補

助要點」、「慈濟大學『課室觀察』實施要點」、「慈濟大學教師專業社群實施要點」、

「慈濟大學創新與特色教學申請要點」、「慈濟大學推動問題導向式教學法(PBL)辦

法」、「慈濟大學教學助理實施作業要點」、「慈濟大學網路教學課程實施辦法」、

「慈濟大學開放式影音課程試行辦法」、「慈濟大學獎勵教材上網實施要點」、「慈

濟大學數位教材製作獎補助辦法」、「慈濟大學教學優良教師獎勵辦法」、「慈濟大

學教師傳習制度實施辦法」等，藉此強化教師專業，並建立教學支援機制、教師獎勵

及諮詢傳習機制，以提升本系教師教學水準及教學品質。（附件法規2-9至2-21） 

2.教師教學專業發展教師參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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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師相當積極參與教學專業發展各項活動，如參與教師專業社群、申請專業成長

補助、參與教學研習活動，101-103學年度各項教師專業課程紀錄請參考附件。（附

件2-8：教師教學專業發展參與和獲獎） 

3.教師教學獎勵情形 

本系教師教學用心，屢獲得肯定，更連續三個學年度分別有兩位教師榮獲「校級優良

教師」之獎勵，99學年度、100學年度及102學年度獲獎教師為彭致文教師、101學年

度為陳俊堯教師獲獎。此外，101-103學年度其他教學獎勵共計7位教師獲教材上網獎

勵、3位教師獲創新教學獎勵以及5位教師獲得課室觀察補助，各教師獲獎紀錄請參考

附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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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專任 (合聘) 教師的學術研究領域從生物醫學、植物科學到環境微生物學，涵蓋

的領域相當廣泛。教學課程的規劃是以系所之設立宗旨及教育目標為依據，遴聘合適

的教師人選後，再配合教師個人的學術專長及研究領域作課程授課的安排。 

1.教師教學負擔 

依據「慈濟大學教師服務辦法」第十一條「本校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數標準如下：一、

教授：8小時。二、副教授：9小時。三、助理教授：9小時。四、講師：10小時。實

習、實驗課程每2小時以1小時計。」及「慈濟大學教師授課時數核計要點」之規定計

算系所教師每週授課時數。本校與本系訂有多種授課時數抵減辦法，例如：指導研究

生與專題研究之學士班同學、兼任行政、特殊服務、參與學生輔導、執行校外研究計

畫、產假、國外研究、留職停薪、在職進修、其他等皆可抵減授課時數。此外，新進

教師也給予較合理的授課時數減免。(附件法規2-22、2-23) 

目前本系教師授課時數（含扺減）的安排皆符合各職級所需，教師在教學負擔上授課

時數均高於本校規定之標準，101及102學年度本系教師授課時數達成基本授課時數之

百分比平均分別為146%、140%(多數教師達基本授課時數比例皆超過100%)，顯見教師

在教學上的負擔與付出。(附件2-9：101-103學年專任教師授課時數暨抵減時數總表)  

2.教師教學空間、設備 

本系教學空間分布於本校勤耕樓8樓、9樓及和敬樓3樓，涵蓋樓板面積共計2,065.72

平方公尺(附件2-10：教師教學空間列表)。目前教學空間運用除小型教室、學生實驗

室、公共實驗室、討論室及會議室外，每位教師配置約16-18平方公尺之個人研究室，

及39~64平方公尺之教師個人實驗室。公共教學空間之教學設備有單槍投影機、擴音

設備及空調等，系辦公室另配有6台筆記型電腦及6台單槍投影機供教學使用。教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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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研究用相關設備有：電泳凝膠影像擷取系統、純水機及超純水製造機、UV雜合系

統、全波長酵素免疫分析儀、分光光度計、蛋白質電泳槽、蛋白質轉漬器、盤式冷光

分析儀、乾式定溫槽、DNA聚合酶連鎖反應儀、超聲波細胞震碎儀、落地型高速離心

機、超高速離心機、冷凍微量離心機、多功能冷光螢光分析儀、一般光學顯微鏡、解

剖顯微鏡、倒立顯微鏡、倒立式螢光顯微鏡、數位型植物生長箱、高溫高壓滅菌鍋、

製冰機、解剖器具組、電源供應器、組織研磨器、組織均質機、組織切片機、組織包

埋機、組織冷凍保存器、組織烘片機、望遠鏡、可滅菌式二氧化碳培養箱、細菌培養

箱、烘箱、真空幫浦、排煙櫃、無菌操作台、冰箱、零下20度及零下80度冰箱、酸鹼

度測試儀、數位天秤、數位相機、加熱攪拌器、淨化型安全藥品保存櫃、除濕機等，

目前空間及設備的分配可滿足本系師生教學及研究之需求。另本校有數項共同貴重儀

器，包括：掃描式及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共軛焦顯微鏡、10色流式細胞分析儀、全自

動核酸定序分析系統、高通量即時螢光定量PCR系統、全自動二維蛋白快速層析分離

系統、螢光、冷光全自動高敏感度生醫影像系統等供教師教學及研究使用。 

3.教師教學人力支援 

本校提供受過培訓之教學助理，能有效協助教師教學及輔導，並定期辦理教學助理培

訓、考核與獎勵。本系歷年核定之教學助理皆符合教師教學人力之需求，所培育的學

生更獲得優良教學助理的獎勵（每名發給獎勵金5000元及獎狀乙紙），補助及獲獎情

形如表2-3，各課程核定之教學助理及獲獎名單請參考附件2-11。 

表2-3：教學助理核定情形 

學年度 核定教學助理之課程數 教學助理(TA) 獲獎人數 

100 21 門 21 人次 2 人 

101 22 門 22 人次 3 人 

102 23 門 25 人次 1 人 

103 23 門 24 人次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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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建立一完整之教學與課程評量制度，以落實教學與課程評估與檢討機制，本系依據

學校辦法及實施細則進行教學滿意度調查及配合辦理教學評鑑。 

1.教學評量（教學滿意度）的做法及實施情形 

依據本校「慈濟大學教師教學滿意度調查實施細則」(附件法規 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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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含）以下之協同授課課程仍以每學期實施 2 次為原則；參與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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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數 4人至 7 人，則以每學期實施 3次為原則；參與授課教師人數多於（含）8人，

則以每學期實施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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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03 學年度本系教師教學評量 5分量表之平均分數為 4.38、4.28、4.32，教學滿

意度皆良好（請參考附件 2-5）。教師同時也會依據學生提出之意見，作為課程改善的

參考。 

2.教學評鑑的做法與輔導情形 

依據本校「教學評鑑辦法」(附件法規 2-5)針對「教學滿意度調查、課程大綱完整性、

教材上網與研發、教師課堂授課、學生學習指導、學生學習評量、及教學專業成長」

等七大項目評核，此辦法於 100 學年度進行試評，並於 101 學年度正式實施。本系教

師 101 至 102 學年度均通過教學評鑑，全系教師平均分數分別為 95.59、96.15(全校

平均分別為 92.51、93.39)，顯示本系之教學已能達到相當的品質，請參考下表： 

表 2-4：101-102 學年度教學評鑑通過情形 

學年度 系所教師數 教學評鑑結果 
教學評鑑改善項

目 

參與教師教學

專業成長 

101 15 位 

通過數：13 位 

無 
本系教師均通

過 101 及 102

學年度教學評

鑑，並積極參

與各項專業成

長活動。 

免評鑑：2 位（1 位留職

停薪、1位客座教授) 

102 15 位 

通過數：13 位 

無 免評鑑：2 位（1 位客座

教授、1位離職) 

 

(二) 特色 

1.多元化的教學與評量方式 

教師於學士班、碩士班必修課程採用多元教學方法與多元學習評量方式，來開發程度

不同學生之間的學習潛能。教師透過各種課堂或課外的互動鼓勵學生，使學生能夠提

升其自信心、加強對自我的期許，以利擴展視野與主動學習，此亦為本系教學的基本

理念。 

2.生物學適才教學設計 

本校自97年度起連續8年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本系亦自97年度起負責規劃並

且執行全校八系及通識中心的「生物學」課程教學，在全系教師的合作下，現已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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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系生物學模組化教學，並於課程融入TBL、校外參訪、科普講演等教學方式，此外，

為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亦推動課後輔導、生物學習中心、生物學競賽等活動。本系於

生物學之執行績效更是連續2年榮獲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績優團隊獎勵（附件2-12：教學

卓越計畫得獎公告）。 

(三) 問題與困難 

目前本系主要面臨的問題與困難包括： 

1.學生素質與教學成效 

因所招收的學士班學生程度不一，英文程度亦有落差，影響教師教學品質及成效。 

2.學生前途：系所屬性與職場 

本系教師專精於各個學術領域，所開設及參與之基礎及專業課程，能滿足學生學習所

需，然而，教師較乏生技業界背景，或與產業互動的經驗，因此，如何培養學生對於

生技產業的視野，成為重要的課題。 

(四) 改善策略 

針對以上問題與困難，本系擬定以下的改善策略： 

1.強化學生英文能力的策略 

97學年度入學新生已有校訂的英檢畢業要求，本校英語中心提供多元英語教學資源，

用以強化學生英語能力，有效協助學生通過英檢。本系的教學則考量學生(含學士班與

碩士班)入學時的英語能力，故在教材與講義內容堅持以英文呈現，維持中文講授以減

低學生負擔。此外，本系於大一上開設「生物英文」，搭配普通生物學教學，減少大

一學生對於原文教材的恐懼。而本系另有全英語授課課程，可提供給英文程度較佳或

有興趣的學生選修。到了大四的專題討論課程，則是由指導老師指導學生閱讀並且解

析英文學術論文，提升學生的專業英文閱讀及理解能力。 

2.營造認識職涯與生技產業的機會 

為建立與業界之連結，自100學年度起，本系皆會舉辦1次大型校外教學活動，由本系

教師帶領學士班三年級與碩士班同學，參訪研究機構與相關產業。本系也於學士班陸

續導入以產業發展為導向的課程，包括：生技產業與分析、產業實習、生技產業創新

與創業等，藉由邀請產業菁英來校講演，作產業的推介與職涯輔導，並主動接洽業者

提供學生職場實習機會，103學年度更順利與萬國專利商標事務所、益生生技、城南有

機農場、大愛感恩科技等單位簽訂暑期實習合約，除強化學生對產業發展的認知與產

業需求的自我能力提升外，也期望藉此增進教師與產業的互動，開拓本系學生對於產

業的視野。此外，102學年度辦理「2013慈濟大學生科背景就業工作坊」(附件2-13：

2013慈濟大學生科背景就業工作坊活動企劃書)，特邀請產業人士，以及校/系友蒞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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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演講，就大學生應具備的經歷談起，兼及如何培養第二專長能力及善用台灣的軟

硬實力，甚至是跳脫領域的就業方式進行分享與討論，以期幫助在校生了解畢業後的

多樣選擇。 

 

 (五) 項目二之總結 

本系自民國87年設立至今，逐年依據課程規劃之需求，增聘具有相關專長之師資，目

前專任教師員額12名，近5年師資結構合理且穩定。本系教師同心協力投入教學，在教

學過程中，各課程皆訂定明確的教學大綱，運用多元化教學與多元學習評量，同時強

調專業核心能力的培養，建構同學的求學及職場競爭力，以達成學士班和碩士班所設

定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此外，本系同時積極鼓勵同學參與專題研究及跨領域學習，

畢業後學生在他校或研究機構的表現頗受雇主好評，此為對本系教學的肯定。本系教

師在教學評鑑與教師評鑑機制督促下，亦有助於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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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一) 現況描述 

面對學士班及碩士班招生人數不足的情形，本系透過各項招生策略與宣傳管道積極應

對。本系亦透過分析學、碩士班學生學習表現(基本素養、核心能力、學習成效雷達圖)，

輔以學生學習支持系統(各項軟硬體資源)，並藉由各項課業學習輔助措施(行政人力、

經費、獎助學金、導師諮詢)，以達成良好課業學習輔導的成效。此外，為增進學士班

及碩士班學生的學習廣度與深度，本系提供豐厚的課外學習活動，包括辦理專題演講；

帶領學生進行校外參訪，瞭解生技產學現況；積極與公私立機構簽訂學生實習合約，

協助學生職涯規劃；鼓勵學生修讀跨領域學程。結合本校特有的三軌輔導制(導師、慈

懿會、諮商中心)給予本系學生完善的生活與生涯輔導。在本系的培育之下，學士班及

碩士班學生均能通過總結性評量，達到本系對學士班及碩士班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力，從畢業生問卷調查結果得知，不論是畢業生或工作雇主對本系的教育與訓練成果

均給予正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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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本系透過分析 (1)學生來源(地區、公/私立、高中/職) (2)學生入學方式(繁星、個

人申請、指考、碩士班甄試、考試及五年一貫申請入學等)及學測成績分析 (3)大一

學生核心能力會考成績分佈(4)分析大一學業成績等方式，以瞭解學生組成特性。 

2.分析系所學生組成與特徵之結果 

本系學士班學生來源包括本地生，以指考、個人申請或繁星方式入學，入學前學歷以

高中畢業，居住北部居多(附件3-1：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來源與入學方式分析)、海

外聯招及陸生。而依據學測及指考成績分析，本地生入學成績普遍達均標。為瞭解學

生在生物學的認知程度，本系於新生入學即舉辦大一學生核心能力(生物學)會考，

101、102及103級學生核心能力會考平均成績並無明顯差異，但以指考方式入學新生

表現較佳，海外聯招及陸生可能因高中時期教材與語言不同於本地，因此成績略低。

透過此分析，顯示學生間程度存有差距，故本系於課程規劃方面，除強調授課內容的

深度與廣度外，教學技巧則採用多元化的教學(如課堂講演、學生口頭或書面報告、

TBL、非同步化教學、翻轉教室等)及評量方式 (如隨堂測驗、口試、實作等)，以因

應學生的學習現況及客觀評核學生學習表現。經由上述教學設計，另分析101級-103

級學生大一學業成績，結果顯示絕大多數學生學業成績表現可達中上，不及格人數僅

為1~2人。(附件3-2：系所學生之組成與特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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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1學年度起，本系碩士班來源以本校修讀本系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的學生為主，

故於課程方面規劃可延伸學士班課程之內容，學生亦可接續學士班時期之研究主題。

學碩士一貫可達縮短修業年限之效，俾利學生及早進行下一階段之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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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規劃與做法 

本系學士班總招生名額為50名，103學年度考試入學名額為21名、繁星推薦入學名額

為12名、個人申請入學名額為17名、繁星推薦原住民考生外加名額為1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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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本校為鼓勵慈濟志業體

所屬高中學生就讀，特訂定「慈濟大學獎勵慈濟志業體所屬高中學生就讀辦法」(附

件法規3-1)，慈濟志業體所屬高級中學應屆畢業生經錄取就讀本校者，學雜費比照國

立大學相近學系之學雜費收取，並可另申請獎學金。 

碩士班的報考資格為「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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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招生名

額為10名，入學方式分為甄試及考試入學二種方式為主，甄試入學名額為6名，考試

入學名額為4名，另尚有海外聯招、外國學生、大陸地區學生申請入學的管道可供海

外學子申請就讀。 

104 學年度更在慈濟基金會的支持下，為鼓勵本校大學部及慈濟技術學院優秀學生選

擇本校就讀，本校及慈濟技術學院應屆畢業生經本校碩士班甄試或考試錄取者，碩士

班學雜費全免(以二學年為限)，本校大學部及慈濟技術學院畢業成績為全班前50%

者，碩士班第一學期頒發獎學金20000元(學期中分月支付，每月5000元×4個月)。碩

士班第二學期由碩士班主任(所長)召開審核委員會依學期成績推薦名單，頒發獎學金

20000元(學期中分月支付，每月5000元×4個月)。 

 

2.招生宣傳 

為網羅未來學生，本系以多元管道進行招生宣傳包括(1)由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安排，

或本系自行接洽至高中端招生 (2) 參與大學博覽會 (3) 舉辦生科營隊活動 (4) 協

助高中生物學教學與實驗 (5) 進行科普演講 (6)製作中英文系所簡介、招生文宣品

(7)辦理生命科學系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招生說明會。宣傳活動請參考下表： 

表3-1：招生宣傳活動 
宣傳活動名稱/方式 招生宣傳日期 地點 

慈濟大學大學部各系、北、中、

南、東分區學長姐迎新活動  

北 -101/08/10 、 中 -101/08/24 、 南

-101/08/17、東-101/08/17 

北(誠品 3F)、中(星巴克)、南(NEW HOUSE 

新光店)、東(星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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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年度)  

北 -102/08/15 、 中 -102/08/14 、 南

-102/08/15、東-102/08/24 

(102 學年度) 

北(綠蓋茶)、中(咖哩王)、南(7PASTA 義

大利麵餐廳)、東(提拉米蘇)  

北 -103/08/22 、 中 -103/08/16 、 南

-103/08/14、東-103/08/23 

(103 學年度) 

北(伯朗咖啡館南京一號店)、中(小王子童

話廚房)、南(235 巷)、東(黑鯨咖啡館) 

新生暨新生家長座談  

101/08/23~101/08/26(101 學年度) 北(慈濟台北東區聯絡處)、中(慈濟台中分

會)、南(慈濟高雄分會)、東(慈濟大學)

四區  

102/08/21-102/08/24(102 學年度) 

103/08/26-103/08/29(103 學年度) 

第十二屆大學．研究所博覽會 101/10/20~101/10/21(101 學年度) 台灣大學綜合體育館  

2013 大學&技職多元入學博覽

會 

102/02/23~102/02/24(101 學年度) 北(台灣大學綜合體育館)、南(高雄新光三

越左營店彩虹廣場) 103/02/22-103/02/23(102 學年度) 

大學博覽會 
102/07/20~102/07/21(101 學年度) 北(台大體育館)、南(高雄新光三越百貨高

鐵左營店 10 樓國際廳) 103/07/19-103/07/20(102 學年度) 

高中端及技術學院系所招生宣

傳活動 

101/10/11(101 學年度) 桃園光啟高中  

101/10/23(101 學年度) 慈濟技術學院  

101/11/09(101 學年度) 桃園陽明高中  

101/12/19(101 學年度) 台東高中及台東女中  

102/03/05(101 學年度) 花蓮女中  

102/11/07(102 學年度) 新北市立新莊高中 

102/12/18(102 學年度) 花蓮高中 

102/12/20(102 學年度) 慈大附中參訪 

103/10/15(103 學年度) 台南慈中 

103/11/03(103 學年度) 基隆女中 

103/11/11(103 學年度) 南湖高中 

103/11/14(103 學年度) 高雄新光高中 

103/11/19(103 學年度) 新莊高中 

103/11/26(103 學年度) 花蓮高中 

103/12/12(103 學年度) 慈大附中參訪 

103/12/19(103 學年度) 彰化和美高中 

103/12/24(103 學年度) 花蓮高中 

104/04/22(103 學年度) 
四維高中參與「2015 慈濟大學生科

Minicamp」活動 

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招生說

明會 

102/03/22(101 學年度) 慈濟大學 A210 教室 

103/03/04(102 學年度) 慈濟大學 A210 教室 

104/04/01(103 學年度) 慈濟大學 A105 教室 

生命科學營 mini-camp 

(四維高中) 
104/04/22(103 學年度) 慈濟大學勤耕樓 D924 教室 

花蓮慈濟高中科普演講 
104/03/09(103 學年度) 

104/03/16(103 學年度) 
花蓮慈中 

3.檢討招生計畫與策略 

本系於系務會議定期檢討各種招生計畫與策略，以擴展招生管道，招收合適之學生。

(附件3-3：系務會議檢討各種招生計畫與策略決議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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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提供入學新生之輔導機制與情形。 

1.針對每學年學士班及碩士班入學新生（含轉學生、僑外生），透過學校住宿制、導

師制以及本系學長姐家族制度等做法，協助新生瞭解本系各項修業規定、課程規劃、

畢業門檻，以做好求學與修課準備。另針對大學部學生，本系於大一上學期開設「生

命科學生涯規劃」課程，提供學生認識生科領域的未來發展方向。本系提供始業輔導

之做法如下表： 

表3-2：學士班及碩士班新生始業輔導做法 

新生始業輔導做法 辦理時程  

導師電訪 101/08/08-101/08/15 (101學年度) 

102/08/08-102/08/16 (102學年度) 

103/08/11-103/08/15 (103學年度) 

校級分區學長姐迎新活動(分別由各系學會於北、中、南、

東各地辦理) 

101/08/23-101/08/26 (101學年度) 

102/08/14-102/08/24 (102學年度) 

103/08/14-103/08/23 (103學年度) 

新生暨新生家長座談會(學務處統籌辦理北、中、南、東四

區座談會) 

101/08/23-101/08/26 (101學年度) 

102/08/21-102/08/24 (102學年度) 

103/08/26-103/08/29 (103學年度) 

新生生活營(學務處統籌辦理) 101/09/02-101/09/09 (101學年度) 

102/09/01-102/09/08 (102學年度) 

103/09/08-103/09/12 (103學年度) 

生命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師生座談會 101/09/26 、102/02/27 (101學年度：碩士班） 

101/10/05 、102/03/15 (101學年度：學士班） 

102/09/11 (102學年度：碩士班） 

102/11/15 、102/03/21 (102學年度：學士班） 

103/09/24 (103學年度：碩士班) 

103/10/03 (103學年度：學士班) 

2.對入學新生（含轉學生、僑外生）輔導之成果 

除了透過本校特有的「三軌輔導」包括諮商中心、導師及慈懿會外，本系亦定期舉辦

師生座談會，以積極瞭解學士班及碩士班新生入學可能發生之狀況或問題，妥為預防

或因應。101-103學年度本系辦理之學士班、碩士班師生座談會，學生參與率為

67%-100% (附件1-1)。本系輔導入學新生的成果，在三軌輔導的支持下，使學士班新

生休退學的比例維持在2~6%。而碩士班在102學年則因個人(履行公費生合約，需先就

業)，或家庭因素（照顧家庭），造成新生休退學率比例偏高(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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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學士班及碩士班招生率和新生休退學的比例
1
 

學年度 100 101 102 103 

碩士班新生註冊率 60% 33% 23% 23% 

碩士班新生休退學比例 10% 0% 40% 0% 

學士班新生註冊率 84% 82% 94% 68% 

學士班新生休退學比例 2% 5% 2% 6% 

註 1: 新生休退學比例計算方式為: 新生休退學人數/註冊人數*100% 

3.2 學生課業學習、支持系統及其成效。 

本系透過分析學、碩士班學生學習表現(基本素養、核心能力、學習成效雷達圖)，輔

以學生學習支持系統(各項軟硬體資源)，並藉由各項課業學習輔助措施(行政人力、經

費、獎助學金、導師諮詢)，以期達成良好學習輔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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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透過各種面向分析檢討學生學習表現，期能有效協助學生課業學習，並達成教育

目標與核心能力的養成。 

1.評核學生達成核心能力之做法 

本系針對學士班及碩士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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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校教資中心已委請電算中心設計「學生學習成效達成值排序」系統，更進一步製作每

位學生之「學習成效雷達圖」，以利針對學習成效排名後 10%之學生提供學習建議與

協助。此外，本系在學士班及碩士班分別開設「專題研究」及「碩士論文」之整合式

課程，於修業最後一學年進行總結性評量(附件 3-4：學士班及碩士班總結性課程評

量尺規)，再依據評量結果提供學生學習建議與協助。（請參考 3.4.1 畢業生學習表現

之品質管控機制及運作情形。） 

2.分析檢討學生學習表現 

本系依據「慈濟大學學業預警及課後補強輔導辦法」(附件法規 3-2)，學士班及碩士

班由導師、碩士班指導教授或系所主任針對學習困難同學進行輔導，以瞭解學習成效

不佳原因，並評估學生是否須參加課業輔導或轉介諮商中心。又本系已自 102 學年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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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之學生提供學

習建議與協助。(附件 3-5：學生學習成效-核心能力達成值分析) 

 

3.2.2 提供學習成效不佳學生學習輔導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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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透過培養學生學習興趣、養成自主學習能力，對學習狀況不佳之學生，提供學生

學習之輔導與協助，讓學生瞭解課業要求與進程，及可尋求課業學習輔導之資源。 

1.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做法與辦法 

（1）教師每學期皆安排學習諮詢時間（Office Hour）：依據本校「慈濟大學學業預警

及課後補強輔導辦法」(附件法規3-1)，各授課教師應明定輔導時間（Office 

Hours），每週至少四小時，在課堂上明確宣布，並張貼於辦公室門口，鼓勵學士

班及碩士班同學們善加利用。 

（2）開設課後輔導班：依據本校「慈濟大學學業預警及課後補強輔導辦法」(附件法

規3-1)，為協助學業表現欠佳的學生，授課教師可申請開設課後輔導班，並遴選

品學兼優之學士班高年級或研究生擔任課後輔導教學助理，利用課餘時間實施補

救教學。 

2.學生學習輔導之成果 

本系依據課務組公告學業預警之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名單，由導師與學生晤談，瞭解

學生學習問題，而學習成效不佳的原因多為學習方式或學習意願不佳。透過導師的關

懷輔導，以及以課後輔導方式實施補救教學，在受輔導學生之中，有半數以上可改善

學習效果。未能改善學習效果之同學，則再由導師進一步積極輔導學生重修之學習。 

輔導情形及成效之相關統計數據詳請參考附件3-6：101-103學年度學業預警及輔導情

形。 

 表 3-4：每學期學習輔導情形與學習成效不佳原因 

預警人數 接受輔導情形(人次) 學習成效不佳原因(人次) 輔導成效(學期成績及格) 

101-1 學期 

4  人 

1.課業輔導 4  

2.生活輔導      

3.諮商輔導      

4.未接受輔導    

(1)原因： 

(2)後續追蹤情形： 

1.學習方式 2     2.學習意願 4  

3.健康因素      4.工讀     

5.社團          6.情感     

7.網路沉迷     

8.其他原因                 

 

1.接受輔導後，改善學習成

效    人 

2.接受輔導後，學習成效未

改善 4   人。 

101-2 學期 

10 人 

1.課業輔導  10   

2.生活輔導      

3.諮商輔導      

4.未接受輔導    

(1)原因： 

(2)後續追蹤情形： 

1.學習方式 6   2.學習意願 5   

3.健康因素      4.工讀     

5.社團          6.情感  1   

7.網路沉迷     

8.其他原因 1 (考試粗心)    

1.接受輔導後，改善學習成

效 5    人 

2.接受輔導後，學習成效未

改善  5  人。 

102-1 學期 

9 人 

1.課業輔導 9 

2.生活輔導      

3.諮商輔導      

4.未接受輔導    

(1)原因： 

(2)後續追蹤情形： 

1.學習方式 7  2.學習意願 1 

3.健康因素      4.工讀     

5.社團          6.情感     

7.網路沉迷     

8.其他原因     

1.接受輔導後，改善學習成

效 5人 

2.接受輔導後，學習成效未

改善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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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學期 

29 人 

1.課業輔導 29 

2.生活輔導      

3.諮商輔導      

4.未接受輔導    

(1)原因： 

(2)後續追蹤情形： 

1.學習方式 19  2.學習意願 9 

3.健康因素      4.工讀     

5.社團          6.情感     

7.網路沉迷     

8.其他原因 1 

1.接受輔導後，改善學習成

效 20 人 

2.接受輔導後，學習成效未

改善 9人。 

103-1 學期 

18 人 

1.課業輔導 18 

2.生活輔導      

3.諮商輔導      

4.未接受輔導    

(1)原因： 

(2)後續追蹤情形： 

1.學習方式 18    2.學習意願 

3.健康因素      4.工讀     

5.社團          6.情感     

7.網路沉迷     

8.其他原因____ 

1.接受輔導後，改善學習成

效 11 人 

2.接受輔導後，學習成效未

改善 7人。 

103-2 學期 

8 人 

1.課業輔導 8 

2.生活輔導      

3.諮商輔導      

4.未接受輔導    

(1)原因： 

(2)後續追蹤情形： 

1.學習方式 8    2.學習意願___ 

3.健康因素      4.工讀     

5.社團          6.情感     

7.網路沉迷     

8.其他原因___ 

1.接受輔導後，改善學習成

效 4人 

2.接受輔導後，學習成效未

改善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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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課程包含一般課程及專業課程(含實驗課)，由學校提供配備數位教學型講桌之一

般教室及共同實驗室以滿足課程所需。除學校提供的教室外，本系另有 2間小型教

室，可進行 20 人以內的小班教學。另有生物學實驗室、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各

1 間，均可提供教學使用。目前學習空間可滿足學士班及碩士班各類教學所需。(請

參考項目二：2.3.2-2 教師教學空間、設備) 

(2)儀器設備資源： 

除每位專任教師均有個人研究室外，本系的研究硬體資源，包括由教師以個人研究室

設置費或校內外計畫經費，及本系以系所經費購置的儀器設備。另有數間公共儀器

室，集中管理共用的儀器設備。此外，本校另設有貴重儀器中心，亦可供教師研究及

教學用途。以學校及本系所提供之研究空間與設備，能支援教師教學與研究之需求。 

(請參考項目二：2.3.2-2 教師教學空間、設備) 

(3) 資訊科技、數位學習及圖書資源： 

本校提供學術網路 500Mb 頻寬連接區網中心，全校無線網路於校區公共區域涵蓋率

95％以上，並規劃全功能電腦教室 3間共 183 台電腦做為一般教學用途。另提供全校

各種電腦教學軟體（如：微軟校園授權軟體、SAS、SPSS）、師生共用之 Moodle 非同

步教學平台。系所辦公室、生物學習中心、教師均利用 Facebook 社團之網路平台公

告各項學習資源、實習徵選等訊息，建立課程社團，提供學生課後提問及教師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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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平台。 

本系圖書視聽教學資源依據「慈濟大學圖書館圖書資料薦購辦法」(附件法規 3-3)，

師生皆可推薦所需專業資源，由圖書館估價後轉系主任同意後購置。 

2.學生課業學習支持做法 

(1)行政人力資源： 

本系配置一位行政助理及一位實驗室助理，提供學生課業學習所需的行政與實驗之支

持。 

(2)系所經費： 

本系 101、102 及 103 學年度分別編列 1,901,380、1,975,533 及 1,741,943 元投入教

學及課程之設備與資源。另外，本系近年更積極爭取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及區域教學資

源中心計畫之補助，以強化系所教學與學生學習資源。101-104 年教育部教學卓越計

畫補助情形如下表。 

表 3-5：本系主負責之教卓計畫子項計畫內容 

年度 計畫名稱 經常門經費 資本門經費 總經費 

101 3.2.1 生物學 130,810 元 1,252,620 元 1,383,430 元 

102 1.4.2 生物學璞玉計畫 377,402 元 911,300 元 1,288,702 元 

103 1.4.2 生物學璞玉計畫 377,421 元 849,500 元 1,226,921 元 

104 
2.4.1 生物學適性學習

與揚才計畫 
199,856 元 1,050,000 元 1,249,856 元 

104 
3.3.10 生命科學實務

型課程加值計畫 
162,480 元 - 162,480 元 

(3)學生獎助學金之機制與辦法： 

依據本校「慈濟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暨服務學習實施辦法」，提供助學金、生活助

學金、緊急紓困金、免費住宿供學生申請。為培育優秀人才，鼓勵本校學生積極向學，

本校訂有「慈濟大學書卷獎實施辦法」，於每學期補助成績優秀之同學。另本校設置

「慈濟大學工讀實施辦法」、「慈濟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暨生活服務學習實施辦法」

訂定「慈濟大學學生工讀暨助學實施細則」，提供學生工讀助學機會。(附件法規 3-4

至 3-7)此外，依據本校「慈濟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辦法」(附件法規 3-8)，研究生獎

助學金分為助學金、教學助理工作酬金、及獎勵金三種，本系碩士班學生可藉由協助

系所教學及相關所務工作獲得每月 3000 元助學金，亦可擔任課程教學助理並領取每

月 3000 元之工作酬金。本校為鼓勵優秀學生入學就讀碩士班，特設立各項獎勵金以

減免學雜費，如參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及入學考試獲前 1/5 錄取正取之一般生、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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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修讀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之本校學士班學生。又本系每年辦理碩士生論文競

賽，獎勵研究表現優良之碩士生，另補助碩士班學生參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之相關費

用。104 學年度更在校長及董事會的支持下，本校應屆畢業生經由甄試或考試進入本

校碩士班，連續兩年免學雜費，且大學畢業成績排名全班前 50%者，第一學期可獲補

助 20000 元（每月 5000 元按月支付 4個月）；第二學期由該所主任（所長）召開審核

會議，排名後推薦成績達全班前 25%者，可獲補助奬學金 20000 元。(目前對於本校

畢業生報考就讀本校碩士班之奬助為學雜費減半，104 學年度起全額補助學雜費，成

績優異者並加發獎學金；此不含原學校另行補助之每月 3000 元研究生津貼)。 

(4)導師制： 

依據本校「慈濟大學導師制度實施辦法」(附件法規 3-9)，本系大學部一至四年級，

每一班以 10~12 學生為一個家族，安排 1 位導師及 3位慈誠懿德會委員共同輔導。碩

士班部分，在一年級設立 1位導師，二年級以上則是以論文指導教授為其導師。 

表 3-6：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導師名單 
學士班 碩士班 

系級 導師 系級 導師 系級 導師 

LS103 

葉綠舒老師 

彭致文老師 

鄭靜明老師 

林麗鳳老師 

LS102 
周帛暄老師 

鄭綺萍老師 
LS101 邱淑君老師 

LS101 
劉嘉卿老師 

陳泓吉老師 
LS100 

陳俊堯老師 

李政偉老師 

許豪仁老師 

王明升老師 

LS102 徐雪瑩老師 

LS99 

彭致文老師 

鄭靜明老師 

林麗鳳老師 

  LS103 徐雪瑩老師 

(5)學習諮詢： 

本系教師每學期皆安排學習諮詢時間，101-103 學年度本系教師提供學士班及碩士班

學生學習諮詢晤談時間（office hour）共計 3171.5 小時。另外系上教師大多設有

Facebook 帳號，亦能即時提供線上諮詢。(附件 3-7：教師 Office Hour 一覽表、附

件 3-8：慈濟大學教師 Office Hour 輔導紀錄表) 

(6)其他學習支持行為：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入學新生歷年來皆透過直屬制度，由學

長姐進行課業學習及生活之關懷與輔導。學生如果留在本系教師的研究室中，亦能經

由研究室中得到學習上的直接幫助，例如透過與教師及學長姐的互動得到課業上的指

導，以及經由實驗實作經驗幫助理解課業中的內容。 

 

3.2.4 建置、管理與運用軟硬體學習資源之機制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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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各項軟硬體學習資源之管理及維護機制均相當完善與周全，包括： 

1.專責人員維護 

由學校的共同儀器管理人員，本系專責之教師與實驗室助理負責儀器管理與維護之工

作，使各項儀器充分發揮其效能。 

2.落實管理制度維護 

本校及本系各項大型貴重儀器使用管理制度均依照訓練、認證、申請使用及維護確認

等流程進行。使用者必須填寫使用紀錄表，以便管理人員瞭解個別儀器之使用狀況，

並作為後續添購儀器時的重要參考。 

3.本系專業教室之維護 

 本系依據教師專長規劃課程進行教學外，另由實驗室助理負責與實驗課程相關之教學

工作。此外，亦聘請碩士班及學士班高年級學生擔任教學助理。本系專業教室的使用

與維護，依據「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專業教室使用管理及清潔維護作業要點」(附件

法規3-10)管理，當其他系所在教學或研究上有教室的需求時，亦提供必要的協助與

支援。（附件3-9：本系通過院務會議之維修紀錄） 

 

3.3 學生其他學習、支持系統及其成效。 

本系經由課外學習（包括學生社團、系學會、校內外競賽、國際交流及跨領域學習）、

生活輔導（包括三軌輔導、住宿輔導、獎助學金、工讀、學長姐制、系網及臉書）、生

涯職涯（包括生涯規劃課程、專題演講、產業參訪、產業實習、校友經驗分享、就業

工作坊）三大面向，提供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課業以外之學習支持系統，以達成培養

學士班學生成為「具有生命科學潛力及主動終身學習的科技人才」；培養碩士班學生為

「具有生命科學研究能力的科技人才」。 

 

3.3.1 支持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做法與成效 

本系鼓勵學生多參與學校社團或自治團體之活動、向國際事務中心申請交換學習機

會、及參與校內外競賽與活動。另外，系上不定期舉辦各類課外學習活動，以提供學

士班及碩士班學生多元學習管道(如：專題演講、研討會、校外教學參訪、產業實習

等)。有關支持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做法與成效如下： 

1.支持學生社團活動做法與成效： 

本校依據「慈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推動社團事務，並設置「慈濟大學學生社團

經費補助辦法」(附件法規 3-11、3-12)鼓勵學生參與社團活動，本校共有音樂性、

學藝性、服務性、體育性、聯誼性等 37 個社團。101 學年度本系學生共計 82 人次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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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團活動，其中 11 位學生擔任社團幹部；102 學年度本系學生共計 62 人次參與社

團活動，其中 16 位學生擔任社團幹部；103 學年度本系學生共計 90 人次參與社團活

動，其中 21 位學生擔任社團幹部（附件 3-10：學生社團參與情形）。 

2.支持學生自治團體做法與成效： 

系學會為一學生自治性組織，可在學務處業管之行政作業下，獲得必要的訓練與輔

導。系上亦尊重系學會的自治性地位，但仍會關心系學會的業務，並依系學會要求提

供行政上的協助與支援。101 學年度至今支持系學會辦理迎新宿營、飢餓 20 愛心義

賣、聖誕晚會、生科週、運動會、送舊等 22 場活動，總計有 2,474 人次參與，學生

參與情形相當積極活躍。(附件 3-11：學生課外學習活動) 

3.支持學生參與國際活動做法與成效： 

在全球化的時代，國際視野已成為人才培育的基礎素養。本校目前已在全球五大洲簽

訂 46 所姊妹校及學術交流學校(附件 3-12：姊妹校及學術交流學校名單)，國際事務

中心亦透過國際接待服務隊培訓課程、海外交流經驗分享會、國際學生人文交流營、

姊妹校及留遊學資訊展、姐妹校師生來校短期交流、校內師生赴姐妹校交流活動、補

助本校學生赴海外短期研修外語課程及海外交流、姐妹校交換學生計畫、學海飛颺與

學海築夢計畫等措施推動國際化，促進學生參與國際活動，認識多元文化與價值觀，

提升個人專業知能及外語能力。本系並積極鼓勵學生向國際事務中心申請交換學習機

會，成效卓著。而在慈濟人文的涵養，本系積極參與國際志工及文化交流活動，足跡

更遠赴中國大陸、尼泊爾。 

表 3-7：本系學生獲選國際姐妹校交流學習名單 
學年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學士班學生(學號) 補助情形 

100 

101/02/01-10

1/06/30 

中國大陸姐妹校蘭州大

學交換學習 

中國大陸蘭州

大學 
99711142 - 

101/02/01-10

1/06/30 

中國大陸姐妹校蘭州大

學交換學習 
慈濟大學 

文同學（蘭州大學藥學

系） 
- 

101 

101/08/01-10

2/07/31 

瑞典姐妹校 Halmstad 

University 交換學習 

瑞典姐妹校

Halmstad 

University 

99711151 
補助機票費 

上限 20,000 元 

102/07/14~23 
西部創業發展環境暨絲

路文化之旅活動 
中國蘭州 100711043 - 

102 

102/08/01-10

3/07/31 

馬來西亞姐妹校理科大

學交換學習 

馬來西亞理科

大學 
100711043 

「學海飛颺」 

補助 130,000 元 

103/02/01-10

3/06/30 

中國大陸姐妹校蘭州大

學交換學習 

中國大陸蘭州

大學 
101711134 

補助機票費 

上限 20,000 元 

103 
103/08/01-10

3/01/31 

中國大陸姐妹校蘭州大

學交換學習 
慈濟大學 

黃同學（蘭州大學口腔臨

床醫學研究所） 
- 

表 3-8：學生參與國際志工服務名單 

學年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學士班 

學生(學號) 
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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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1/7 
海外自主志工之「讓愛川流

不息」活動 

中國大陸越西縣四川大營

盤中小學 
99711114 - 

101 102/7 
海外自主志工之「尼我相

伴。築夢未來」活動 

尼 泊 爾 Katunge 村 莊

「 Future Village」 

100711038 

100711048 
40,000 元 

102 103/7 ELIV 尼式傳奇 3 尼泊爾--加德滿都 102711150 - 

103 

103/08/10

-103/08/1

7 

印尼－無毒有我國際志工

團 
印尼--雅加達 101711155 - 

104/07/27

~104/08/0

4 

人醫菲揚：2015 醫學院 菲律賓/馬尼拉、獨魯萬 103711139 - 

4.支持學生參與校內外競賽與活動之做法與成效： 

本校依據「慈濟大學學生社團經費補助辦法」(附件法規 3-12)及「慈濟大學學生獎

勵辦法」(附件法規 3-13)鼓勵社團及學生個人參與校內外活動及競賽，本系亦編列

經費支持學生參與全國性球類競賽活動(101 學年度編列經費 2萬元，102 學年度編列

經費 3萬元，103 學年度編列經費 5萬元)。本系歷年補助學生參加「全國大專院校

生命科學盃」運動競賽，且屢獲佳績，獲獎成果如表 3-9。此外，為鼓勵學生展現研

究成果，除學校訂定「慈濟大學鼓勵大學部學生參加研究計畫論文成果發表補助要點」

外(附件法規 3-14)，本系亦編列經費鼓勵學生參與國際性學術會議，並以口頭或壁

報方式發表論文，自 101~103 學年度合計有 10 人出席 5 場會議獲得補助(表 3-10)。 

表 3-9：學生參加全國大專院校生命科學盃運動競賽成果 
學年度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參賽隊伍數 本校學生參與人數 獲獎情形 

101 102/1/26-28 國立臺灣大學 17 所公私立學校 約 109 人 

女子籃球組第三名 

女子排球組第四名 

網球團體組第四名 

102 103/1/21-23 國立東華大學 14 所公私立學校 約 70 人 

羽球團體組第三名 

女子排球組第三名 

女子籃球組第四名 

網球團體組第三、四名 

103 104/02/03-05 國立清華大學 14 所公私立學校 約 48 人 
羽球團體組前八強 

女子排球組前八強 

表 3-10：學生參與國內外研討會議獲補助情形 
學年度 學生 論文名稱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 

101 98711126 

The Roles of Src and PKC in 

Radiation-induced Senescence in 

Breast Cancer Cells, and 

Migration,Invasion and Proliferation

Inhibition of Unirradiated Cells 

Src 和 PKC 對於輻射照射誘導乳癌細胞

老化與未照射細包之轉移與增生抑制所

扮演的角色 

第 28 屆生物醫學聯合學術年會 
台北國防醫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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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11111 

Combination Strategy Potentiantes 

the Cytotoxic Effects of Fisetin in 

Glioblastoma Cells 

漆黃素合併處理化療藥物對於神經膠質

瘤之細胞素殺性影響 

第 28 屆生物醫學聯合學術年會 
台北國防醫學

院 

99711105 
B0L075對於 DNA-PK調控的神經膠質瘤細

胞之抗癌影響 
第 28 屆生物醫學聯合學術年會 

台北國防醫學

院 

102 

100711037 

de novo design of anti-inflammatory 

peptides for treating patients with 

severe espsis(重新設計抗發炎胜肽治

療嚴重敗血症病人) 

Biophysical society 58th annual 

meeting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99711125 鸚鵡混群行為觀察及行為豐富化 2014 動物行為暨生態學研討會 台中 

99711149 
The biological activity of idoB in 

Acintobacter baumannii 
2013 第 18 屆細菌學研討會 台中中興大學

99711124 
Gene induced by IAA of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2013 第 18 屆細菌學研討會 台中中興大學

99711112 
花蓮潮間帶莬葵科海葵上的微生物多樣

性 
2013 第 18 屆細菌學研討會 台中中興大學

103 

100711037 In silico analysis and experimemets 

of potential anti-inflammatory 

peptides inhibiting the binding of 

chemokine CXCLS8 with its receptors 

CXCR1 and 2 

Biophysical Society 土耳其伊斯坦

堡 

100711003 In silico study on the putative 

methylation mechanism catalyzed by 

the palmitic acid binding to the 

catechol O-methyltransferase 

The Biophysical Society 土耳其伊斯坦

堡 

5.本系鼓勵學生跨領域學習之做法與成效： 

為培養學生跨領域的學習，鼓勵同學跨校選修(附件 3-13：跨校選修情形)。此外，本

系亦鼓勵學生參與本校開設之跨領域學程，培養學生未來就業的競爭力，歷年（99 至

103 學年度）本系學生選修跨領域學程的人數有逐年增加的趨勢，學生修讀之跨領域

學程主要有藥物檢測學分學程、急難救護學程、數位媒體學程、環境教育學程、雙主

修、教育學程等。（附件 3-14：99 至 103 學年度選修跨領域學程情形） 

6.其他課外學習活動之做法與成效： 

本系定期邀請產官學研界專家學者進行專題演講、辦理學術交流研討會，且在教卓生

物學計畫的支持下，辦理快樂學習生物心得攝影比賽、趣味生物學競賽等，以提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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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豐富多元的課外學習活動。學生參與情形十分踴躍，對於提升學習興趣及核心能力

的養成皆有所助益，本系學生參與課外學習活動的情形，請參閱表 3-11(附件 3-11：

學生課外學習活動) 

表 3-11：課外學習活動參與情形 

學年 活動名稱 場次 參與人次 

101 

專題演講 9 511 

學術交流研討會 3 355 

其他 2 529 

102 

專題演講 17 1235 

學術交流研討會 1 138 

其他 3 187 

103 

專題演講 9 660 

學術交流研討會 2 274 

其他 5 1002 

此外，本系教師參與「國科會生命科學研究人才培育計畫」之執行與推動，於 102-103

學年與台灣野望自然傳播學社及黑潮海洋文教基金會合作辦理「野望影展」，共播放

45 場英國 Wildscreen 影展得獎的生態影片，以拓展學生的學習視野。（附件 3-15：

野望影展各場次影片） 

 

3.3.2 支持學生生活輔導之做法與成效。 

本系於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生活學習上提供合宜的輔導與支持，並有周全的規劃與合

宜的人力安排。透過本校特有的「三軌輔導」（導師、諮商中心、慈誠懿德會），了解

學生的生活、心理及行為狀況，並視情況提供合宜的生活輔導與支持，例如獎助學金、

工讀機會、導師晤談、諮商輔導等，必要時由諮商中心轉介校外專業單位協助。 

1.提供學生「三軌輔導」之做法與成效 

本校除了「諮商中心」之輔導資源外，另設有「班、組導師」及「慈誠懿德會」之三

軌輔導制度。本系相當重視學生的輔導工作，平日導師獲悉學生學業異常(期中預警、

缺曠)、心理生活上面臨困境、或意外事故，皆主動關心學生，適時提供協助，必要

時轉介諮商中心處理。此外，學期間每月定期舉辦學士班及碩士班「慈懿日活動」，

慈誠懿德會之志工爸爸、媽媽與學生及導師歡聚，關懷學生及導師近況，適時給予協

助。（附件3-16：導師、慈懿會委員及學生活動內容及照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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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學生住宿輔導之做法與成效 

本校依據「慈濟大學學生宿舍住宿辦法」及「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輔導辦法」(附

件法規3-15、3-16)，提供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安全、清潔、有秩序的住宿環境共同

生活及學習，並成立宿舍自主管理團體，透過宿舍寢室清潔競賽活動、宿舍學習日活

動、宿舍溫馨週活動，落實生活教育、以達自治自律之目標，並培養住宿生合群的態

度與良好的品德，以提升住宿品質，確保住宿安全。 

3.提供學生獎助學金與工讀機會之做法與成效 

依據本校「慈濟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暨服務學習實施辦法」，提供助學金、生活助

學金、緊急紓困金、免費住宿供學生申請。為培育優秀人才，鼓勵本校學生積極向學，

本校訂有「慈濟大學書卷獎實施辦法」，於每學期補助成績優秀之同學。另本校設置

「慈濟大學工讀實施辦法」，訂定「慈濟大學學生工讀暨助學實施細則 」(請參考附

件法規3-3至3-6)，提供學生工讀助學機會。又依本校「慈濟大學教學助理實施作業

要點」(附件法規2-15)，提供擔任各課程教學助理之學士班學生工作酬金。(附件

3-17：提供學生獎助學金與工讀機會情形) 

本系101學年度學士班學生共17人獲弱勢助學金補助，合計533,000元；共11人獲生活

助學金補助，合計79,607元；共22人次獲書卷獎補助，合計74,000元，共10人次擔任

教學助理，獲工作酬金合計142,500元。102學年度學士班學生共20人獲弱勢助學金補

助，合計607,000元；共9人獲生活助學金補助，合計55,330元；共21人次獲書卷獎補

助，合計70,000元，共38人次擔任教學助理，獲工作酬金合計82,650元。103學年度

學士班學生共11人獲弱勢助學金補助，合計341,000元；共19人次擔任教學助理，獲

工作酬金合計181,240元。103-1學期共12人次獲書卷獎補助，合計40,000元。 

本系101學年度碩士班學生依據「慈濟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辦法」(附件法規3-7)，共

8人獲助學金獎助，合計231,000元；共5人次擔任教學助理，獲工作酬金合計105,000

元；共11人次因修讀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獲減免二分之一學雜費。(附件3-17：提

供學生獎助學金與工讀機會情形)。本系102學年度碩士班學生依據「慈濟大學研究生

獎助學金辦法」(附件法規3-7)，共4人獲助學金獎助，合計114,000元；共5人次擔任

教學助理，獲工作酬金合計15,000元；共4人次因修讀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獲減免

二分之一學雜費。本系103學年度碩士班學生依據「慈濟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辦法」(附

件法規3-7)，共5人獲助學金獎助，合計174,000元；共3人次擔任教學助理，獲工作

酬金合計41,200元；共4人次因修讀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獲減免二分之一學雜費。 

4.學長姐制、系所網站提供學生生活輔導與支持情形 

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入學新生可透過直屬制度，由學長姐進行學習及生活之關懷與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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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並定期聚會關心彼此學業及生活近況。另學士班透過各系學會迎新活動，向大一

新生說明宿舍規範及分享生活經驗，藉以培養各系學會學生幹部的「溝通表達的能力

與技巧」、「團隊合作的精神」，並導引新生學習以正向態度適應團體生活。又學士班

各班定期召開班會，溝通協調班上事務。此外，本系網頁及 Facebook 社團、公布欄

不定期更新各項資訊，提供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生活學習上之協助。（附件 3-18：

系網頁及 Facebook 社團 list） 

 

3.3.3 支持學生生涯與職涯輔導之做法與成效。 

1.生涯與職涯輔導之支持做法： 

本系學士班新生於入學後，經由「生命科學生涯規劃」課程進行生涯興趣量表施測及

解測。協助學生了解自我的興趣，鼓勵學生及早為生涯做好規劃與準備。針對學士班

及碩士班職涯輔導，本校定期辦理各項活動如：生涯議題工作坊、校友職涯經驗分享、

公職考試等講座，實（見）習廠商座談會、企業說明會等。又依據「慈濟大學補助職

場就業實務課程辦法」，本系開設職涯輔導實務課程「生技產業與分析」及辦理「2013

慈濟大學生科背景就業工作坊」。另本系不定期邀請產官學研界生科領域之專家學者

演講。此外，依據「慈濟大學系(所)友活動經費補助要點」辦理本系「系友回娘家」

活動，邀請在各領域服務或出國深造的畢業系友，分享就業心得、跨領域服務、國外

留學及現今所遭遇的困難與挑戰等，使學弟妹們能提前思考並建構自己的職涯規劃。

本系並於每學年下學期帶領學士班三年級及碩士班學生至生科領域之產官學研界進

行校外參訪，協助學生瞭解本身職業性向與就業市場發展方向，並做好求職準備。(附

件法規 3-17、3-18) 

2.生涯與職涯輔導之成效： 

本系開設產業實習及生涯規劃課程，另不定期舉辦各項職涯輔導活動，如：專題演講、

產業參訪、校友經驗分享、就業工作坊等，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均積極參與。辦

理各項活動及成效如下： 

(1).鼓勵學生修習職涯相關課程，包括開設在大一的「生命科學生涯規劃」及大三的

「生技產業與分析」課程(表 3-12)。 

表 3-12：學生選修職涯相關課程情形 

學年 學期 課程名稱 參與數 

99 
99-1 生命科學生涯規劃 19 人 

99-1 生技產業與分析 7 人 

100 100-1 生命科學生涯規劃 2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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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生技產業與分析 25 人 

101 
101-1  生命科學生涯規劃 44 人 

101-2 生技產業與分析 18 人 

102 
102-1  生命科學生涯規劃 37 人 

102-2 生技產業與分析 12 人 

103 
103-1 

生命科學生涯規劃 14 人 

生科背景學生就業力 25 人 

103-2 生技產業與分析 25 人 

(2).邀請生命科學領域之產官學研界專家學者蒞校進行專題演講，藉此增進本系學士

班及碩士班學生學習的廣度，提升學生對於生命科學專業領域知識之深度，並涵養學

生具備多元學習及跨領域的能力。101 至 103 學年本系辦理專題演講共 35 個場次，

參與的學生相當踴躍（101 學年總計 511 人次參與；102 學年總計 1235 人次參與；103

學年總計 660 人次參與），並反映收穫良多。(請參考附件 3-11) 

(3).帶領學士班三年級及碩士班學生赴生命科學相關領域之產官學研界進行校外教

學參訪，並於 102-1 及 103-1 學期，帶領學士班一年級學生及碩士班學生赴花蓮在地

產業進行校外教學參訪，高達 8 成以上學生的回饋意見，認為校外參訪活動有助於提

升學生對生命科學領域相關產官學研界之認知，並能及早為職涯進行規劃。（附件

3-19：校外教學參訪活動問卷滿意度） 

表 3-13：歷年學、碩士班校外教學參訪內容 

學年 活動日期 參訪地點 參與人數 

100 101/03/20 

金車生物科技水產養殖研發中心、金車礁溪蘭

園、財團法人臺灣必安研究所暨順天堂藥廠開

發部、味全生技中心 

學士班3年級學

生共 36 人 

101 102/03/12 

中研院生命科學組研究所及中心、台灣必安研

究所暨順天堂藥廠開發部、台灣東洋製藥內湖

製藥研發中心 

學士班3年級及

碩士班學生共

41 人 

102 
102/11/21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生命科學系普

通生物學修課

學生及碩士班

學生共 56 人 

103/02/25 中研院生命科學組研究所及中心、台灣必安研 學士班3年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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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台灣東洋製藥轉譯醫學研究中心 碩士班學生共

41 人 

103 

103/12/18 台灣海洋深層水公司-海礦探索館 

生命科學系普

通生物學修課

學生共 36 人 

104/03/03 
金車生物科技水產養殖研發中心、金車礁溪蘭

園、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組研究所及中心 

學士班3年級及

碩士班學生共

42 人 

(4).鼓勵學生修讀「產業實習」課程，本系已於 103 學年度與益生生技、萬國專利商

標事務所、城南有機農場、大愛感恩科技等單位簽訂暑期實習合約，此外，每學年透

過各單位來文，由學生提出申請，經實習單位審核獲選之學生，於寒暑假赴生命科學

相關領域之產官學研機構進行校外實習。(附件 3-20：學士班學生實習情形) 

(5).每學年不定期邀請系友分享及交流，提供在校學士班和碩士班學生生涯與職涯的

規劃與探索。為協助在校生了解畢業後的多樣選擇，102-1 及 103-1 學期特別辦理「生

科背景學生就業工作坊」，邀請產業人士，以及校/系友蒞臨學校演講，就大學生應

具備的經歷談起，兼及如何培養第二專長能力及善用台灣的軟硬實力，甚至是跳脫領

域的就業方式進行分享與討論，以期讓在校生提早規劃生涯與職涯。會後參與學士班

及碩士班學生反映收穫良多，迴響相當熱烈。 

表 3-14：辦理系友分享及交流活動 

學年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參與數 

對活動整體感到 

滿意與非常滿意之人

數百分比總和(%)

101 
101-1 學期 系友回娘家(共計 5場) 慈濟大學 108 人 98.6% 

102/06/01 生命科學系畢業系友聯誼會 慈濟大學 D919 教室 45 人 - 

102 

102/09/07-08 生命科學系 15 週年系慶暨系友回娘家 慈濟大學 B201 教室 96 人 - 

102/10/20 2013 慈濟大學生科背景就業工作坊 慈濟大學 B202 教室 67 人 95% 

102/12/31 系友回娘家 慈濟大學 A105 教室 37 人 - 

103/4/9 系友回娘家(88 級王以仁系友分享) 慈濟大學 E803 教室 40 人 94.7% 

103/06/07 生命科學系畢業系友聯誼會 慈濟大學 D919 教室 45 人 - 

103 

103/10/13 

生命科學系【生科背景就業力講演系列

(一)】 

講題：From Bench to Start-Up : 我

未曾想過的工作 

慈濟大學 B201 教室 25 人 

- 

103/11/24 

生命科學系【生科背景就業力講演系列

(六)】 

講題：專利師－研發的終點也是起點 

慈濟大學 B201 教室 25 人 

- 

103/12/01 
生命科學系【生科背景就業力講演系列

(七)】 
慈濟大學 B201 教室 25 人 

- 



 

47 
 

講題：一個廉政工作者-從世界的角落

講起 

103/12/15 

生命科學系【生科背景就業力講演系列

(九)】 

講題：生技應用與創業-我怎樣營造自

己的事業夢 

慈濟大學 B201 教室 25 人 

- 

104/06/06 生命科學系畢業系友聯誼會 慈濟大學 D919 教室 52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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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確保畢業生具備本系要求之核心能力，依據「慈濟大學校務行政與教育品質持續改

善辦法」(附件法規 3-19)，本系針對學士班及碩士班應屆畢業生學習表現，建立品

質管控機制。102 學年度入學之學士班學生在三年級上學期至四年級上學期，可擇一

學期選修專題研究做為總結性評量課程；碩士班自 101 學年度起以畢業論文做為總結

性之評量。總結性課程皆以評量尺規明訂檢核項目及標準。另制訂畢業門檻檢核機

制，學士班檢核機制包含：通過學士班所有必修及搭配之實驗課程、符合學群必選修

規定、通過邏輯與思辨及專題討論課程之評核、每學期參與校內(外)生命科學領域學

術演講或研討會達 2 次、通過三年級上學期至四年級上學期間任一學期之專題研究課

程。碩士班檢核機制包含：修畢碩士班 24 學分課程並及格、每學期至少參與 1次校

內(外)生命科學領域學術演講或研討會、於校內(外)生命科學領域學術研討會進行研

究發表展演至少 1次、依規定期限繳交論文進度報告等，期藉由學士班及碩士班多面

向檢核各班制應屆畢業生，以確保學士班及碩士班畢業生具備核心能力，並達成本系

訂定之教育目標。(附件 3-21：學士班及碩士班畢業生能力檢核方式與機制、附件 3-22

教育品質自我改善分析報告) 

 

3.4.2畢業生的追蹤調查與互動交流情形 

1.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本系自100學年度起，於畢業典禮當日舉辦學士班及碩士班

系友聯誼會活動，並於學期間不定期邀請系友回校分享，藉由系友回娘家活動讓系

友、在校生及老師們之間彼此交流，讓剛畢業的同學或在校同學能提前思考、建構自

己的職涯規劃，並透過系友們帶回不同的經歷與建議，提供系上未來發展的寶貴建言。 

2.系友會活動：102學年度本系系友會辦理「生科15週年系慶」，進行16站環島活動拜

訪分散在全國的系友，獲得約150位系友們的熱烈迴響。 

 3.Facebook 平台系友交流社團之運作： 

本系與系友會合作，2010年起於 Facebook 開設「慈大生科網路系友會」社團，做為

本系與系友線上連絡的管道。該社團至2014年底有478人加入，並經常發佈系友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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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讓系友間、系友與在校生之間及系友與師長間溝通聯絡更密切，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慈大生科網路系友會/153198778042675。 

4.畢業生流向問卷調查：每學年結束後，本系進行近五年學士班及碩士班畢業生現況

問卷調查，請畢業系友提供自身學習及工作經驗，做為系上提升整體教學品質之參考

指標(附件3-23：畢業生建議及系所回覆情形)。 

5.雇主滿意度調查：本系依系友意願向雇主調查對於本系畢業生表現之滿意度，101

學年度(102年8月至11月)調查10位系友之雇主，對於畢業生整體滿意度分析結果，

100%雇主皆滿意本系系友的表現，並有80%願意繼續聘雇本系畢業生。102學年度(103

年8月至11月)調查7位系友之雇主，對於畢業生整體滿意度分析結果，86%雇主皆滿意

本系系友的表現，並有86%願意繼續聘雇本系畢業生。103學年度(104年6月至10月)

尚在調查中。 

表3-15：雇主滿意度調查結果 
民國年 102 103 

問卷題目 滿意與非常滿意之總和(百分比) 

1.畢業生整體滿意度 100% 86% 

2.繼續聘雇畢業生意願 8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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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調查歷年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情形，98-103學年度應屆畢業之學生就業

比率逐漸增加，98學年及99學年應屆畢業學生中，升學就讀國立大學研究所之比例高

達60%，近年（100-103學年）由於本系積極推動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學生選擇繼續

攻讀本校碩士班比率顯著成長。(附件3-24：98-103學年度應屆畢業學生現況調查) 

除了應屆畢業時之調查，本系每年亦進行「畢業後五年流向調查」，以下分別為101

學年及102學年調查之分析結果，103學年度之調查期程為104年6月至10月，目前尚在

調查中。 

1.畢業生就業領域分布 

(1)101學年度結束後(102年8月至11月)，本系針對97學年至101學年度畢業之學生進行

「101學年度畢業生流向問卷調查」，學士班總計297位畢業生，追蹤到218位畢業生

流向，佔全體畢業生73.4%；碩士班總計38位畢業生，追蹤到28位畢業生流向，佔全

體畢業生73.7%。資料統計分析如下： 

學士班學生畢業後 1-3 年間傾向升學的人數比率較高，而畢業後 3-5 年間就業的人數

比率升高。學士班畢業生就業領域分布以技術員及助理為主，隨進入職場時間增加，

部份逐漸轉為主管、專員及服務員；碩士班學生畢業後大多直接投入職場，就業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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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以技術員及助理為主，隨進入職場時間增加，部份逐漸轉為專員及服務員。(附件

3-25：101 及 102 學年度學士班及碩士班畢業生現況調查結果) 

(2)102 學年度結束後(103 年 7 月至 11 月)，本系針對 98 學年至 102 學年度畢業之學

生進行「102 學年度畢業生流向問卷調查」，學士班總計 265 位畢業生，追蹤到 162

位畢業生流向，佔全體畢業生 61.1%；碩士班總計 30 位畢業生，追蹤到 19 位畢業生

流向，佔全體畢業生 63.3%。資料統計分析如下： 

與 101 學年度調查結果雷同，學士班學生畢業後 1-3 年間傾向升學的人數比率較高，

而畢業後 3-5 年間就業的人數比率升高。學士班畢業生就業領域分布以技術員及助理

為主，隨進入職場時間增加，部份逐漸轉為主管、專員及服務員；碩士班學生畢業後

大多直接投入職場，就業領域分布以專員、技術員及助理為主。(請參考附件 3-24) 

 

2.畢業生優良表現 

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畢業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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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遠見雜誌大學專刊針對

大學聲望進行調查，在家長眼中，生命科學領域本校名列全國大學排名之第九名，更

為私校第一名。本系 91 級施志遠系友考取司法官、碩士班 94 級蔡尚燐系友及 93 級賴

宗佑系友榮獲 102 年科技部創新創業獎勵計畫第二梯次第一名等等，表現優異。統計

本校校友資料庫(截至 104 年 7 月)中，本系歷年畢業之學士班及碩士班系友發展領域，

其中有 4位分別在國內外知名研究機構擔任博士後研究員，21 位任職於國家各公務部

門，10 位從事教職，162 位任職於各機構(醫院、中研院、國衛院、各公私立大學、生

技公司)之研究/助理人員，43 位任職於各機構(生技公司、製藥公司、壽險公司)之業

務人員，除了在生命科學領域表現卓越的系友外，更有 59 位系友選擇在跨領域多元發

展，而大部分畢業系友繼續攻讀國內外碩、博士學位。(附件 3-26：畢業系友發展領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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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101、102學年度針對畢業生進行流向調查，分別分析194位、152位學士班及碩士

班畢業系友對於系所課程及學習支持系統滿意程度如下： 

表3-16：101學年度針對畢業生進行流向調查結果 
問卷題目 滿意與非常滿意之總和 

畢業學年度 97-100 100 99 98 97 

1.課程規劃能達到設定之教育目標 82.4% 83.3% 80.8% 84.8% 80.8% 

2.課程能符合升學就業的需求 64.2% 56.1% 63.5% 71.7% 65.4% 

3.課程能與實務接軌 51.9% 42.9% 48.1% 58.7%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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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老師重視課堂教學的回饋意見 86.9% 83.3% 90.4% 91.3% 82.7% 

5.培育的學生在專業領域中具競爭力 72.7% 68.3% 75.0% 78.3% 69.2% 

6.環境與空間 79.4% 85.7% 83.0% 73.9% 75.0% 

7.設備(如實驗室、教學器材) 80.6% 85.7% 83.3% 80.4% 73.1% 

8.課外學習活動(如演講、實習、參訪或研討會) 68.0% 85.7% 72.2% 62.2% 51.9% 

9.學習協助(如學習輔導，Office Hour) 69.3% 85.4% 68.5% 69.6% 53.8% 

10.師生互動與生活輔導(如導師制等) 83.5% 90.5% 75.9% 86.7% 80.8% 

11.對學生意見與需求的重視 74.1% 78.6% 70.4% 78.3% 69.2% 

12.工讀與獎助機會 54.0% 58.5% 57.4% 50.0% 50.0% 

 

表3-17：102學年度針對畢業生進行流向調查結果 
問卷題目 滿意與非常滿意之總和 

畢業學年度 98-102 102 101 100 99 98 

1.課程規劃能達到設定之教育目標 86.8% 88.9% 72.4% 90.3% 93.2% 87.2% 

2.課程能符合升學就業的需求 68.4% 66.7% 79.3% 71.0% 65.9% 61.5% 

3.課程能與實務接軌 50.7% 44.4% 58.6% 58.1% 45.5% 46.2% 

4.老師重視課堂教學的回饋意見 88.2% 88.9% 86.2% 87.1% 90.9% 87.2% 

5.培育的學生在專業領域中具競爭力 77.6% 88.9% 72.4% 80.6% 84.1% 69.2% 

6.環境與空間 85.5% 88.9% 72.4% 80.6% 88.6% 94.9% 

7.設備(如實驗室、教學器材) 82.8% 77.8% 72.4% 76.7% 86.4% 92.3% 

8.課外學習活動(如演講、實習、參訪或研討會) 57.2% 88.9% 55.2% 71.0% 59.1% 38.5% 

9.學習協助(如學習輔導，Office Hour) 77.0% 77.8% 79.3% 83.9% 75.0% 71.8% 

10.師生互動與生活輔導(如導師制等) 86.2% 77.8% 93.1% 87.1% 79.5% 89.7% 

11.對學生意見與需求的重視 71.7% 77.8% 55.2% 80.6% 72.7% 74.4% 

12.工讀與獎助機會 52.6% 77.8% 51.7% 54.8% 54.5% 43.6% 

其中滿意與非常滿意之總和較低的項目，近年來本系積極的做法如下： 

a.有關「課程能符合升學就業的需求」、「課程能與實務接軌」及「培育的學生在專

業領域中具競爭力」方面，雖然畢業生大多同意課程規劃能達到設定之教育目標，但

仍希望在學期間能學習對於升學就業有所助益之課程。因此，本系已陸續開設24門實

務課程(附件3-27：實務課程)並定期帶領學生至產官學研界參訪，透過課程培養學生

專業技能、藉由參訪活動實際瞭解產官學研界現況，以期強化學生學用合一的能力。 

b.有關「課外學習活動(如演講、實習、參訪或研討會)」及「學習協助(如學習輔導，

Office Hour)」方面，近幾年來的滿意度已大幅提升（分別由51.9%提升至85.7%、53.8%

提升至85.4%），主要的原因在於本系每學期不定期舉辦多場優質專題演講及跨校學術

研討會，並藉師生座談會、導生晤談、系所網頁、Facebook社團、電子信件、或於課

堂上直接鼓勵學生參與各項活動，以期營造具有競爭力的學習進程。而本校特有的三

軌制 (導師、慈誠懿德會委員及諮商中心)，提供學生們全方位的校園生活照顧與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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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此外，來自社會菁英的慈誠懿德會委員除可影響學生氣質形塑與校園生活外，因

委員們在社會的歷練，也可協助學生畢業後的發展。 

c.而在「工讀與獎助機會」方面，歷年來畢業生之滿意程度皆偏低。雖然本校訂有「慈

濟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暨服務學習實施辦法」、「慈濟大學書卷獎實施辦法」、「慈

濟大學工讀實施辦法」提供助學金、生活助學金、工讀金、獎勵金等各項獎助措施，

以支持學生的課業學習，但因資格限定，所以僅少數同學符合規定。故未來本系將建

議學校編列預算協助同學有更多工讀及獎助的機會。(附件法規3-3至3-5) 

同時本系亦分析學士班及碩士班畢業系友之意見資料(請參考附件3-22)，並將相關建

議及意見提至相關會議討論，做為改進招生計畫、課程設計、教學評量、學生輔導及

本系整體發展之依據。也因為系友的回饋是本系持續進步的最佳參考，故本系將持續

辦理及活化系友聯誼會等活動，邀請系友以自身經驗與在校生分享，並將寶貴的建議

回饋系上。 

  

(二) 特色 

1.優質的學習與輔導資源 

除本系提供充足的教學與研究相關軟、硬體設備，本校統籌的教學研究資源支持系統

與營造特色的人文環境，提供學生可充分學習與運用機會。本校特有的三軌制 (導師、

慈誠懿德會委員及諮商中心) 提供學生們全方位的校園生活照顧與協助。由本系教師

用心投入學生輔導，另來自社會菁英的慈誠懿德會委員除可影響學生氣質形塑與校園

生活外，因委員們在社會的歷練，也可協助學生畢業後的發展。 

2.豐富多元的學習活動 

除制式的課堂與實驗課程，本系也主辦優質的生命科學領域專題演講、校外教學參訪

及與東華大學每年定期舉辦「兩校三系學術交流研討會」，更運用本校訂定的補助辦

法，鼓勵學生參與各式校外研討會活動。此外，本系亦積極鼓勵同學培養跨領域能力、

參與志工服務及人文活動，給予學生多元的學習成長環境。在本校國際化學習的支持

體系下，本系學生每年均獲得姐妹校交換學生計畫的殊榮。系上學生自動自發積極參

與國際活動、國際志工及文化交流，有助於認識多元文化與價值觀、提升個人專業知

能及外語能力，進而學習並傳遞慈濟人文的涵養。 

3.鼓勵及早進入個別教師實驗室以強化學用合一的能力 

自學士班新生入學即積極鼓勵學生進入各個教師的實驗室(不限本系專任教師)，引導

學生將基本專業知識的內涵結合實作技術的學理運用，達到學用合一的學習目標。 

4.獨特校園人文環境所培育的生命科學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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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所營造的整體人文環境特色，使學生受到良好人文素養薰陶，近年來本系學生積

極參與姊妹校交換學習，拓展國際視野並展現人文精神。此外，教師用心教導培育學

生，本系畢業生具備足夠的專業知識及技能和跨領域發展的能力，故於職場中獲雇主

及家長的肯定。雖這特色難以呈現於制式的效標，也難從學生的問卷調查加以詮釋，

卻可以由畢業生的問卷回饋中得到映證，例如一位於國立大學進修碩士班的系友(99

學年度畢業)提到：「感謝生命科學系的老師們很用心教學，使我們專業科目都學習得

很紮實，對於有修專題的學生，實驗室技術、經驗也都很用心培養，加上人文素養的

培育，我們的系友在業界和學術界風評都很好！甚至勝過很多國立大學哦！！」 

 

(三) 問題與困難 

目前本系主要面臨的問題與困難為學生素質與學習意願較低。本系學士班學生入學程

度存有差距，英文程度普遍較弱，限制了對原文教材的吸收及理解力，影響修習課程

之信心與意願。 

 

 (四) 改善策略 

針對以上問題與困難，本系擬定以下的改善策略： 

1.透過各種管道，激勵學生學習意願 

透過開設「生命科學生涯規劃」課程、辦理師生座談會、系友回娘家座談、校外教學

參訪、生科背景學生就業工作坊，提供學生未來就業的方向以激勵同學學習意願，儘

早規劃生涯與職涯。並透過各種管道，積極鼓勵學生參與校內外課外活動，包括本系

藉由學士班及碩士班之師生座談會、導生晤談、系所網頁、Facebook社團、電子信件、

或於課堂上直接與學生進行溝通，鼓勵學生參與各項活動，使學生明確了解本校及系

上可以提供的學習資源與機會，並鼓勵學生多參與各式提升生活及學習態度的課業內

及課外活動，強化其個人特質的發揮並營造具有競爭力的學習進程。 

2.學業輔導機制 

依據本校「慈濟大學學業預警及課後補強輔導辦法」(附件法規3-1)協助學習表現較落

後的同學，同時鼓勵授課教師運用晤談時間 (office hour)主動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學

生。本系已於102學年度製作每位學生之「學習成效雷達圖」，對各項核心能力學習成

效排名後段之學生提供學習建議與協助。 

 

(五) 項目三之總結 

依據本系訂定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並參酌過去幾年來畢業生對職場專業需求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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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意見，本系在學士班和碩士班的課程規劃與特色發展中以培育「具有生命科學潛力

及主動終身學習的科技人才」和「具有生命科學研究能力的科技人才」為辦學方向。

除開設「生物醫學」、「植物與微生物」相關之專業知能的核心技術訓練課程及產業

學習課程外，亦融入多元且豐富的課外學習活動，透過各項學生課內外學習支持系統，

培育專業與人文兼具的生命科學人才。在學生生活照顧及職涯發展方面，本校建置周

全之生活輔導機制，特別是由導師、慈誠懿德會委員及諮商中心組成之三軌輔導，給

予學生們全方位的校園生活照顧與協助，此外，具有深厚人文精神的慈誠懿德會委員

有助於形塑學生氣質，又由於委員們皆為各行各業之菁英，透過其社會歷練並結合本

系辦理之生涯與職涯活動，俾利開拓學生畢業後的多元發展方向。此外，本系更辦理

優質生命科學領域專題演講及校外機構參訪教學活動，幫助學生對現今生技業界之認

識與瞭解，並積極推動學生主動學習，以學用合一之理念養成學生各項就業力，鼓勵

學生跨校選修、修習跨領域學分學程、參與國際交流，期能透過職場專業理念與需求

的宣導，開創學生不同的學習規劃與自我養成，強化未來就業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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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 

(一)現況描述 

本系教師除了致力於教學品質的提升與用心輔導學生的學習外，亦具有研究熱忱與能

量。自100-103學年度多位教師獲得全校研究論文獎，且連續三年皆有教師獲得國科會

「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之榮譽，展現教師們優良的研究能量。目前統計101-103

學年度，教師發表之期刊論文共49篇；國內外研討會報告共50篇(表4-1)。此外，本系

教師除了擔任校內各項委員會委員及其他服務之外，多位教師因專業學識受到國內外

學術機構的肯定，不僅受邀至各學術機構或研討會演講，並擔任國內學術或研究單位

之計畫審查委員及學術期刊編審委員。本系亦鼓勵教師帶領學生參加國內外之國際學

術會議，發表研究成果，提升研究視野。 

4.1 師生研究表現與支持系統及其成效。 

4.1.1 支持師生研究表現之機制 

本系對於師生研究給予充分之協助與支持。教師之研究方向與本系重點發展之「生物

醫學與應用」、「植物與微生物」領域一致，有助於建立本系之特色。 

1.支持教師研究表現機制 

本系依據本校「慈濟大學教師研究獎助辦法」、「慈濟大學學術研究獎勵細則」、「慈

濟大學教師外文論文編修補助辦法」、「慈濟大學研究效益獎勵細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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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產學合作辦法」、「慈

濟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實施細則」、「慈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理辦法」等

辦法，提供教師研究支持，並依據「慈濟大學教授休假研究辦法」（附件法規4-1至

4-9）、「慈濟大學教師授課時數核計要點」(請參考附件法規2-23)等，鼓勵教師爭

取校內外資源與支持，並推動合理教師休假研究或減授鐘點、擬定教師合理之借調辦

法或產學合作辦法，對於教師研究表現能給予適當獎勵、協助教師申請校內外各項計

畫及結合學校力量共同建立研究團隊等，以期提升教師研究能量。 

2.支持學生研究表現機制 

本校依據「慈濟大學鼓勵大學部學生參加論文成果發表補助要點」、「慈濟大學碩、

博士生研究獎勵辦法」(附件法規 4-10、4-11)，補助學士班及碩博士生參加校、內外

及國際學術研討會，拓展學生視野，並鼓勵學生發表研究成果，強化研究效能。 

本系支持學生研究表現的做法： 

(1)課程規劃： 

學士班開設「生醫科學思維」、「植微科學思維」課程，利用主題式的設計，引導學生

運用邏輯思維分析科學事件，培養生物科學研究的思辨能力，以奠定日後進行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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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邏輯思辨及分析能力。大一至大四「專題研究」課程，學生依據自身的興趣，自

由選擇進入全校教師主持的實驗室，透過親身參與學習實驗室內各種實驗技術及研究

方法，培養科學研究精神。大四「專題討論」（一）、（二）課程，除了訓練學生具閱讀

及評析科學性論文的能力，並訓練學生上台表達的能力之外，學生需參與校內外專題

演講，增進學習的廣度與深度。 

碩士班開設「分子細胞生物學」，藉由各單元的基礎內容與對相關研究發現之說明，強

化碩士生對分子生物及細胞生物等學門領域的認識與了解，以實際應用於其個人學術

研究的探索工作中。「生命科學研究技術」，課程主旨是介紹生命科學研究中常用的實

驗原理及技術，並搭配實驗課程實作，以培養學生具備生命科學相關研究技術能力。 

「專題討論」課程中要求學生閱讀生命科學領域 SCI 排名前 10%國際知名期刊的科學論

文，並藉由練習公開演講和群體討論來訓練並增進學生閱讀、資料整合及報告邏輯與

技巧的能力。「論文寫作」課程，介紹論文撰寫方式，並透過論文期刊的討論使學生得

以模擬學習，學生需以自己的論文結果提出一份書面研究計畫。上述之必修課程的開

設，皆有助於協助並提升學生的研究能力。 

(2)舉辦專題演講：為提升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研究視野，激發創造力，本系 101 學年

度共辦理 9 場專題演講，102 學年度共辦理 17 場專題演講，103 學年度共辦理 9 場，

請參考附件 3-11。 

(3)鼓勵學生參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並發表研究成果：藉由研討會之參與、交流，提升

學生研究能量與興趣，101 學年度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分別有 9 人次、18 人次參與研

究成果發表；102 學年度學士班及碩士班參與人數分別為 7 人次、3 人次，103 學年度

學士班及碩士班參與人數分別為 2人次、4人次，請參考附件 4-4、4-5。 

(4)舉辦大學部專題研究成果競賽暨發表會:  為鼓勵學生在專題研究課程上的實驗成

果以製作壁報論文形式發表，提升專題製作實證教學的成效，103-1學期學士班參與競

賽人數為14人，請參考附件3-11。 

4.1.2 師生研究表現之成效  

1.教師研究表現 

本系教師研究成果包括發表於期刊論文、學術研討會、及研究計畫補助。統計 101-103

學年度： 

(1)教師論文發表：期刊論文共發表 49 篇（請參考表 4-1），平均每人發表篇數為 3.3

篇。教師參與國內外研討會之論文 50 篇，平均每人發表篇數為 3.3 篇。（附件 4-1：

101-103 學年度教師研究成果發表於國內外研討會情形） 

表 4-1：論文發表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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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年 

種類 
101 102 103 

SCI、SSCI、AHCI、EI、TSSCI 20 15 8 

發表於具審查制之期刊論文數（上述除外） 2 3 1 

發表國外研討會之論文篇數 12 8 6 

發表國內研討會之論文篇數 16 4 4 

本系教師於 101-103 學年度共發表 43 篇 SCI、EI 學術期刊論文，其中發表於該領域

前 20%及 high impact factor 的 SCI 期刊 (Autophagy、American Journal of 

Pathology 、PNAS 、PLOS ON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Biology、

Plant Molecular Biology、Scientific Reports、Planta、PLOS Pathogens、Cancer 

Letters、BMC Plant Biology、Acta Physiologica)共計 21 篇。(附件 4-2：101-103

學年度教師發表之學術期刊論文) 

(2)教師獲得研究計畫補助情形：本系教師 101-103 學年度獲校內外研究計畫補助共

40 件（請參考表 4-3），補助金額共計 38,655,356 元，平均每人獲補助 2.7 件，平

均獲補助金額為 2,577,024 元。（附件 4-3：101-103 學年度教師獲研究計畫補助情

形）。值得一提的是，本校自 99 年起得到國家衛生研究院整合性醫藥衛生研究計畫

補助共 6件，均由本系教師獲得。 

表 4-2：101-103 學年度本系教師獲研究計畫件數與金額 
                       學年 

種類 

101 102 103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國科會研究計畫件數/金額 9 12,451,865 4 5,456,145 4 4,860,575

教育部學術研究計畫件數/金額 2 3,749,400 1 1,980,000 0 0

其他單位研究計畫件數/金額 11 7,830,736 13 8,383,616 9 5,767,180

 本系各教師於 101-103 學年度研究發表篇數、研究計畫件數與金額，詳如下表： 

表 4-3：101-103 學年度各教師研究表現 

教師 

姓名 

研究發表篇

數 

研究計畫 
其他 

件數 金額 

李政偉 11 3 2,250,425 

2012 Travel Grant Award 

(2012 the 71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Cancer Association) 

李哲夫 18 7 10,154,935 
含 1 件產學合作計畫（合作單位:順天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徐雪瑩 4 0 0  

彭致文 11 7 10,264,690 含 1 件產學合作計畫（合作單位:慈濟基金會） 

邱淑君 20 3 2,468,720 含 1 件產學合作計畫（合作單位:慈濟基金會） 

王明升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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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靜明 2 1 300,000  

劉嘉卿 2 1 300,000  

陳俊堯 10 3 4,866,290  

周帛暄 6 6 1,380,091 含 3 件產學合作計畫（合作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陳泓吉 3 1 1,490,245  

林麗鳳 1 2 360,000  

鄭綺萍 4 3 2,022,960  

許豪仁 12 3 2,797,000  

(3)教師研究獲獎情形： 

本系教師之研究表現，自 100 至 102 年度多位教師獲得全校研究論文獎，更連續三年

皆有教師獲得國科會「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之殊榮，展現教師們優異的研究

能量。 

表 4-4：本系教師研究獲獎情形 
年度 教師姓名 獎勵項目 備註 

100 

李政偉 慈濟大學論文獎 - 

邱淑君 慈濟大學論文獎 - 

劉嘉卿 慈濟大學論文獎 - 

李哲夫 慈濟大學研究卓越獎 - 

李哲夫、邱淑君 國科會「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 本校總獲獎人數 9人 

101 

邱淑君 慈濟大學論文獎 - 

彭致文 慈濟大學論文獎 - 

李哲夫 國科會「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 本校總獲獎人數 11 人 

李政偉 
Travel Grant Award from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Cancer Association 
- 

102 

周帛暄 慈濟大學論文獎 - 

彭致文 慈濟大學論文獎 - 

鄭綺萍 慈濟大學論文獎 - 

邱淑君 國科會「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 本校總獲獎人數 8人 

李政偉 
Travel Grant Award from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Cancer Association 
- 

2.學生研究表現： 

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根據教育目標與本身學習與發展，在研究上能有合理之表 

現，包括：專題研究成果、著作（會議論文、期刊論文、學位論文）、計畫參與、專

題製作、比賽、競賽或國際研討會。 

 

學士班 101-103 學年研究表現如下：  

本系學士班學生研究成果發表於SCI國際期刊論文，包括 Molecules、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Autophagy、Cell Death & Disease及PNAS

（共5篇，9人次）。學生於研討會共發表18篇論文（包括生物醫學聯合學術年會、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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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東華兩校三系學術交流研討會、細菌學研討會、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General Meeting、動物行為暨生態學研討會、Biophysical Society 58th Annual 

Meeting、Modeling of Biomolecular Systems interactions, Dynamics, and 

Allostery：Binding Experimemts and Computations，共計18人次）。獲得國科會

大專生專題研究補助計畫（6件，共6人）。積極參與專題研究，計有311人次。以上

各項成果內容請參考附件4-4：101-103學年度學士班學生研究表現。 

 

碩士班 101-103 學年研究表現如下： 

本系 101-103 學年碩士班學生人數僅 16 名，但相當積極參與研究成果的發表，包括

發表於國際期刊論文有 8 篇，計 14 人次，發表的 SCI 期刊論文包括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PLOS Pathogens、Scientific Reports、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Proc Natl Acad Sci USA、

Autophagy、Cell Death & Disease。此外，學生並於國內、外研討會發表 25 篇論文，

包括發表在國家衛生研究院生物醫學學術研討會、細菌學研討會、環境微生物研討

會、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Cancer Association、植物科學前瞻學術研

討會、動物行為研討會、生物醫學聯合學術年會、慈濟東華兩校三系學術交流研討會、

慈濟大學校內研究成果年度分享月、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International Herpesevirus Workshop 及 Annual American Society for Virology、

科技部醫工學門成果發表會、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Developmental Biologists。101-103 學年本系碩士班學生學位論文發表共 10 篇，領

域涵蓋生物醫學、植物與微生物。以上各項成果內容請參考附件 4-5：101-103 學年

度碩士班學生研究表現。 

值得一提的是，碩士班學生參與國內學術研討會及出席國際研討會，表現優秀，獲得

獎助的情形，包括生物醫學聯合學術年會和慈濟大學與東華大學學術交流研討會優秀

壁報論文獎、國科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外交部2012 JCA Travel Grant 

Award。 

表 4-5：碩士班學生參與國內外研討會獲獎與獎助的成果 
學年 學生(學號) 活動名稱 獎項名稱 指導教授 

101 

101726104 第 28 屆生物醫學聯合學術年會 壁報論文競賽優秀壁報論文獎 彭致文 

101726103 2013慈濟大學與東華大學學術交流研

討會 
看板論文競賽優等獎 

邱淑君 

101726104 彭致文 

101726104 
38th International Hepesvirus 

Workshop 

國科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會議地點：美國) 
彭致文 

101726103 The 71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2012 JCA Travel Grant Award 邱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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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Cancer Association 外交部 

(會議地點：日本札幌) 

102 
102726107 2014慈濟大學與東華大學學術交流研

討會 
看板論文競賽優等獎 彭致文 

102726109 

103 103726105 
2015 慈濟大學與東華大學學術交流研

討會 
看板論文競賽優等獎 許豪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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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依據本校訂定合理之相關服務辦法，如兼任辦法或「慈濟大學服務學習優良師生

獎勵要點」(附件法規4-12)、給予教師適當之支持措施、適度爭取校內外資源與支持。 

2.支持學生服務表現機制 

本校依據「慈濟大學學生獎勵辦法」(附件法規3-12)、「慈濟大學服務奉獻獎遴選辦

法」、「慈濟大學學生海外交流補助辦法」，透過課程進行服務引導與教育、支持學生

服務團隊成立、提供輔導之人力與物力資源、建立學生服務工作等，以補助或獎勵學

生之服務表現。(附件法規4-13、4-14) 

 

4.2.2 師生校內外與國際服務表現成效 

1.教師服務表現 

教師本於專業與本系發展目標，積極參與學校及社會服務，本系教師於101及102學年

度擔任國內外多項專業服務工作，如擔任國際期刊審查委員、研究計畫(行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國家衛生研究院、香港食物及衛生局、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審查委員、校

外學會(中華實驗動物學會、新店慈濟醫院及花蓮慈濟醫院實驗動物使用及照護委員會)

委員、受邀演講、培訓花蓮高中及花蓮女中生物奧林匹亞國手選訓營選手、花蓮縣國

民中小學科學展覽評審委員、校內行政職務、各班級導師等。本系教師亦協助行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辦理103年度科普活動計畫徵求說明會之東區場次（附

件4-6：103年度科普活動計畫徵求說明會）。101學年度至今本系教師參與各項服務共

計120人次，情形如下表(附件4-7：本系教師各項服務表現)： 

表4-6：教師參與各項服務情形 
種類                                                     101-103學年度 

擔任國際期刊審查委員 (peer-review)人次 22 

擔任計畫審查委員人次 24 

受邀演講人次 42 

培訓花蓮高中及花蓮女中生物奧林匹亞國手選訓營選手之教師人數 4 

花蓮縣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評審委員人數 3 

擔任校外學會委員人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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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校內行政服務之人數 8 

承擔學生輔導職務之人數 14 

 

2.學生服務表現 

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依教育目標與學習階段，在服務上皆有積極之表現，如研究

生擔任教學助理協助課程，此外，學生並主動參加多項服務工作，如擔任清淨家園志

工、北昌國小及玉東國中課輔志工、尼泊爾海外自主志工、新生生活引導服務志工、

福慧紅包製作志工、各類社團幹部、班級幹部、教學助理、課業輔導小老師、參與各

項服務性社團(慈青社、快樂健康社、人醫社)等，學生藉由服務過程涵養人文精神。

(附件4-8：學生各項服務表現) 

 

(二) 特色 

本系教師與學生均能充分展現學術與專業的研究熱忱與能量。此外教師專業學識受到

國內外學術機構的肯定，屢獲邀演講、擔任計畫審查委員及學術期刊編審委員。本系

教師亦積極帶領學生參加國內外之國際學術會議，發表研究成果並獲得多項競賽獎

勵。多位教師擔任校內重要行政主管及各項委員會委員，對校務發展貢獻良多。 

 

(三) 問題與困難 

本系在研究方面遭遇到的問題包括： 

1.研究經費、人力與教師研究發展 

近年科技部計畫通過率低，教師雖申請校內研究計畫補助但經費有限，加上近年研究

所報考人數驟減，對教師從事研究造成影響。而本校位居東部，因地理區隔及交通因

素，與外校及其他研究機構的學術交流密度有待加強。此外，因本系學生程度不一，

教師為達成教學目標，所承擔的教學負擔相對增加，因此，在沒有足夠研究人力的支

援下，致使部分教師之研究成果極為有限。 

2.系所整合性研究 

本系教師雖都學有專精，但因各自的研究領域及進展不同，在推動系所整合性研究上

仍有待謀合。 

(四) 改善策略 

針對以上問題與困難，本系擬定以下的改善策略： 

1.強化招生策略並制定學費優惠政策 

為提升碩士班報名及就學人數，本系除在系網公告教師最新研究成果，鼓勵教師參與

學術會議，發表論文外，亦積極推動「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吸引有潛力的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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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學生，延伸大學部的研究學習，繼續修讀本系碩士班。而在獎勵措施方面，除現有

之研究生助學金及教學助理津貼外，配合學校政策，104 學年度在慈濟基金會的支持

下，本校及慈濟技術學院應屆畢業生經本校碩士班甄試或考試錄取者，碩士班學雜費

全免(以二學年為限)，本校大學部及慈濟技術學院畢業成績為全班前50%者，碩士班第

一學期頒發獎學金2萬元(學期中分月支付，每月5000元×4個月)。碩士班第二學期由碩

士班主任(所長)召開審核委員會依學期成績推薦名單，頒發獎學金2萬元(學期中分月

支付，每月5000元×4個月)。 

 

2.鼓勵教師間的研究合作 

針對研究進展較緩慢或成果較不足之系內教師，除以申請減授時數，或於課規會調整

教學時數外，另藉由整合型計畫的研擬及參與，協助這些教師展現其研究專長。而研

究表現穩健的教師，則發揮研究傳習導師角色，協助或支援其他教師的研究發展。 

 

(五) 項目四之總結 

本系師生學術與專業之研究成果，近年整體研究發展已趨於成熟與穩定，教師參與研

究的積極態度以及帶領學生進行研究的熱忱與服務精神，值得鼓勵。但在計畫經費補

助資源有限及研究生人力不足的條件下，研究統合及資源共享將是本系後續推動研究

特色的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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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一)現況描述 

本系在自我分析、改善及發展方面，目前已有完善的自我評鑑機制及建立改善制度，

包括教學評量問卷、學習輔導措施、師生座談會、畢業生流向調查、畢業系友組織、

雇主滿意度調查，透過以上機制充分收集在校生、畢業生及雇主的意見，並利用系務

會議、系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自我評鑑委員會、導師會談等，充分討論及制定各

項修正辦法，使本系的未來發展能符合學生需求，並能確實達到本系制定之學士班及

碩士班教育目標。 

5.1 班制之自我分析與檢討機制及其落實情形。 

5.1.1 彙集校內外互動關係人意見、內外部資訊（含系所擬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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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透過校內外互動關係人對本系學生學習成效之意見調查，並蒐集領域趨勢、自我

評鑑改善建議，以及分析核心能力達成值與觀察重點指標等各項事證，經歸納彙整後，

進行意見分析並擬訂改善策略，據以提出「教育品質自我改善分析報告」(請見附件3-22)

且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以供自我分析與檢討改進參考。本系「持續改善品質保

證機制」詳如下圖： 

圖5-1：持續改善品質保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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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蒐集師生、產學界專家、畢業生及其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之意見 

本系針對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課程規劃與設計、教師教學、學習評量輔導及資源、

畢業生表現，調查師生、產學界專家、畢業生及其雇主之意見，詳列如下： 

圖5-2：學生學習成效意見蒐集對象、內容及管道 

 

 

 

 

 

 

 

 

 

 

 

 

 

 

2.蒐集領域趨勢、評鑑建議，作為自我改善之參考 

以領域趨勢而言，在國內，無論是學術研究或產業面，生命科學領域在近十年來發展

十分興盛。但以現況而言，生命科學因屬基礎學門，並無證照制度，且因少子化現象，

各大學相關科系在吸引及留住學生上已遭遇困難，而此現象短期內尚待克服。因此，

強化學生跨領域知識，學用合一與產學合作，將會是生科領域的發展方向。因應大環

境的走向，本系在系所教育目標、核心能力及課程設計上，已進行建構學生跨領域學

習及實作能力。實施機制上，本系藉由定期召開系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邀請產學

界專家學者及系友與會，提供領域現況，以及教育目標、核心能力、及課程規劃之建

議，此外，本系定期於系務會議檢視102學年度及103學年度第二週期系所自我評鑑委

員之建議，持續進行自我改善。 

表5-1：102學年度自我評鑑之訪評委員建議 

調查事項 意見重點 

教育目標 
大學部之教育目標中，請再思考如何更明確表達出「生命科學潛力」一詞。另「主

動終身學習」一詞需有課程配合。 

核心能力 1.建議將各授課大綱中，各項課目中與系所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的哪一項目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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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事項 意見重點 

致，明列之。 

2.課程大綱與核心能力在必修課部分宜加強。 

學習輔導 該校特有之三軌輔導深具功能，唯若能以此制度著力於職涯輔導，更具成效。 

學習資源 
1.該系學生實驗空間完備，唯部分具「生物危害」之實驗仍應另尋空間。 

2.該系已漸次增加產學實習之課程，唯宣導可強化。 

教師 

教學及研究 

1.系所教師研究發表尚稱合理，唯部分教師之高品質論文發表應多加重視提升外界

對本系之認識。 

2.本校有訂定“慈濟大學教師限期升等辦法”，要求講師和助理教授於到職後六年內提

出升等申請，因此建議學校應降低助理教授之行政負荷，使這些教師有較多時間投

入教學研究工作。 

其他 

經由多種會議與活動彙集校內外關係人意見，進行完善的 SWOT 分析與策略規劃。

但因大學部學生與研究生的學生來源以及培育的核心能力有差異，建議在 SWOT 分

析和策略規劃上，部分內容需區隔大學部和碩士班。 

 

表5-2：103學年度自我評鑑之訪評委員建議 

調查事項  意見重點 

教育目標 

核心能力 

校方是否對生命科學系的社會角色有過規劃？系上對校方的這項政策有回應建議的

機會嗎？又系方配合情況如何？ 

課程規劃 

課程設計 

植物與微生物學群雖表現不錯，但放在以醫學為主的學校內，其定位應釐清。（例如：

是否與中醫的中草藥結合？種原鑑定、關鍵成分的分析）。 

教師教學  教學負擔重，普生課程為基礎課程，可考慮統一開給各系普生的規格，以減輕教學

負擔。 

學習輔導  鼓勵學生學習第二專長，安排產業參訪與實習，以提升畢業後的就業機會。 

學習資源  與蘭州大學交換學生，可增進學生國際觀，值得加強，可增加名額。也應鼓勵老師

至蘭州大學進行交流。 

其他  1.五年一貫的學制，是吸引學生進入碩士班的主因，值得繼續推動，可考慮增加名

額，並提供獎助。 

2.多鼓勵教師與產業交流參訪，鼓勵產學合作，可多利用慈濟志業體的幫助。 

 

3.根據教育與發展目標，擬定觀察重點指標 

本系透過質量化資料（畢業生表現與回饋、師生意見、學生成績、招生狀況、經費變

化等）彙整、蒐集與分析瞭解辦學表現，作為檢討與改進依據，並根據教育與發展目

標，擬定本系重點觀察指標，以瞭解辦學表現。重點觀察指標項目包含新生註冊率、

專題研究選修人次、畢業生升學/就業率。學士班於100~102學年度的新生註冊率維持

80~90%，103學年度雖暫下滑，但本系已著手積極擬定策略，期能改善。此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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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畢業生之就業率皆上升，故本系鼓勵學士班學生修讀注重實作技能之專題研究

課程；碩士班課程亦著重於實作及技術之培養，以期達成學用合一，提升學生就業能

力，詳細情形如下表： 

表5-3：重點觀察指標 

重點觀察指標 100學年 101學年 102學年 103學年 

學士班新生註冊率 84% 82% 94% 68% 

碩士班新生註冊率 60% 33% 23% 23% 

學士班畢業生升學率/就業率 49%/14% 36%/28% 45%/24% 
50%/23.3% 

(截至104/8/24) 

碩士班畢業生升學率/就業率 12.5%/50% - /25% -/100% - 

雇主整體滿意度 

（非常滿意+滿意之總和） 
100% 100% 86% 

- 

註：學士班及碩士班畢業生升學率/就業率係為應屆調查之資料。 

4.SWOT分析與策略規劃 

本系依據各項重點觀察指標及產學界專家學者之建議，進行SWOT自我分析與檢討機

制，以擬定辦學願景與目標，分析由現況達成願景與目標的內在強項與弱項、外在機

會與威脅，以及極大化強項與機會和極小化弱項與威脅的改善策略，詳列如下表： 

表5-4：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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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師具教學熱誠  

• 畢業生受肯定  

• 教學、研究資源豐富  

• 具人文教育及生命關懷特色  

• 教授比例稍低  

• 學校地緣居劣勢  

• 學系性質不易與就業市場直接連結 

External 

外部環境 

Opportunities：機會 Threats：威脅 

• 生醫與植微符合發展趨勢  

• 生技產業需具多元化視野暨人文涵養

之人才  

• 少子化現象  

• 學生傾向就業考量  

• 他校同科系之高度競爭  

 表5-5：策略規劃 
策略規劃 內部優勢（S） 內部劣勢（W） 

外部機會 

（O） 

SO：Maxi-Maxi（強化策略） WO：Mini-Maxi （改進策略） 

• 貫徹慈濟人文教育特色 

• 鼓勵學群整合研究 

• 善用教學資源培養多元化視野人才  

• 強化系友凝聚力及認同感協助招生宣傳

• 鼓勵教師升等  

• 推動系所研究特色 

• 建立產學實習管道 

外部威脅 

（T） 

ST：Maxi-Mini（監控策略） WT：Mini-Mini （避免策略） 

• 注意學術與產業需求 

• 加強課程/核心能力連結 

• 落實學習成效品保機制  

• 加強國際生及陸生招生 

• 辦學國際化 

• 發展系所重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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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畢業生、雇主及社會正向回饋於招生宣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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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各項行政管理機制運作確實，例如行政規劃與運作、教評會、系（所）務會議….

等辦理與運作等，都能夠明訂妥適辦法或要點等規章、並加以落實，以有效支持教學、

研究、服務與輔導。 

(1)系(所)務會議：  

本系制訂「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辦法」(附件法規5-1)，由本系全體教

師組成，每月召開，或依系務行政需要由主席召開臨時會議。本系系務會議為行政決

策會議，執掌涵括教學、研究、發展等事項之討論及議決。  

(2)課程規劃委員會： 

本系制訂「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法規1-2)，

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學士班及碩士班各年級一位代表、畢業校友一人及校外委員二

人(含學界及業界代表)擔任委員。本系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

議，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召開臨時會議，本會議執掌：擬定本系課程開設原則、擬定系

教育目標、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規劃審議本系之必選修課程及課程規劃相關事

宜、系課程結構(含畢業學分、通識、必修、選修學分比例)之規劃審議、討論教師教

學及學生學習與輔導等工作內容。 

(3)教師評審委員會： 

本系制訂「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法規5-2)，本系教

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共五人，其中教授人數不得少於三分之一，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本會議審議教師之聘任、升等、教授研究休假、延長服

務、在職進修、國家講座申請及資遣原因之認定。 

 (4)自我評鑑委員會：  

本系依據「慈濟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及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大學

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訂定「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碩士班)自我評鑑辦法」，本系

自我評鑑委員會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組成，以進行自我評鑑作業之規劃、實施、執行

與指導工作，本會每學期由召集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召開「自我評鑑

委員會」，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召開臨時會議。(附件法規5-3、5-4) 

(5)導師會議： 

本校每學期初及學期末召開全校導師會議，會議中討論各項學生輔導事宜，及宣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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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活動訊息。 

2.定期檢討修正 

本系定期於系務會議及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針對相關議題及師生意見（含學生學習

成效）進行檢討、評估及修正。(附件5-1：系務會議及系課規會討論自我改善決議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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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能確實面對自我分析的結果，依據擬定的自我改善策略、方案或做法，持續自我

改進，以達成本系教育與發展目標，並已於104年8月21日由全系教師以書面審議通過

「103學年度教育品質自我改善分析報告」(請見附件3-22)。 

1.依據自我分析結果，擬定自我改善策略，持續自我改進 

本系依據前述5.1.1「教育品質自我改善分析」擬訂改善計畫，經單位會議審議通過

後，納入下一年度發展計畫之行動方案。 

表5-6：系務會議討論系所發展決議摘要 

系所會議通過

時間 
重點事項 決議 

101/04/11 

行動方案之編列及規劃- 

討論生命科學系 101 學年經

費預算編列及資本門預算編

列順序。 

101 學年起，已將撰寫行動方案與預算編列系統整合，行動方案

之撰寫需納入第二週期系所評鑑項目之準備重點，共有五大項，

分別為：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 

項目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項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項目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請老師們針對預算編列與行動方案，提供預算編列順序之意見。

 101/06/12 

討論本系「系所發展計畫」及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意見

蒐集與持續改善機制」。 

為符合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建立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意見蒐集與持

續改善機制的要求，應針對每一核心能力規劃相應之課程，並制

訂該課程達成核心能力所佔之權重，於課程地圖中明確顯示教育

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之關係。 

 101/07/03 討論本系「系所發展計畫」。
104 年第二週期系所評鑑本校實行之「系所發展計畫」，須由本

系師生參與擬定之作法與過程。 

 102/03/27 
討論 102 學年度生命科學系

行動方案。 

規劃編列 102 學年本系所需之經費預算，擬修訂行動方案，並納

入第二週期系所評鑑項目之準備重點。 

 103/12/17 系所特色規劃，提請討論。 

為逐步建立本系特色，彙集全系老師共識後，擬於 103-2 學期推

動以下事項： 

1.邀請臨床醫師進行 3-4 場專題演講，期望未來可以建立實質生

醫應用之學術合作。 

2.邀請方煒教授分享「植物工廠」之經驗，並逐步建立本系之「植

物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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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3/11 
本系招生及經營策略，提請討

論。 

1.提高在學人數策略： 

(1).建議取消本校退學機制。 

(2).導師積極與學生互動，並加強學生課業學習及生活輔導。

(3).建立本系課程特色(請教學組協助規劃)。 

2.外籍生招生 

(1).張院長建議碩士班 seminar、普生、分生、細生以全英文

授課。 

(2).派員參與國際招生。 

(3).招收陸生需考量網路通訊問題。 

3.註冊率及在學率持續不佳：更名/整併，請老師們一同審慎思考。

4.其他策略 

(1).規劃菁英化學程課程。 

(2).增加學士班獎學金或相關補助。 

    (3).註冊費比照國立大學。 

 104/06/17 
大學部及碩士班班制規劃與

經營策略，提請討論。 
打散學群分類，強化跨領域學習。 

2.自我評鑑與自我改善機制 

本系訂有「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碩士班)自我評鑑辦法」(附件法規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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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

之改善建議，已逐年針對評鑑意見進行或規劃改善措施，詳細內容請見下表。 

表5-7：生命科學系第一週期、第二週期(102學年度、103學年度)系所評鑑自我改善

之執行成果 
改善建議 自我改善執行情形 

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系所共同部分】 

1.宜鼓勵教師進行跨校或跨系所之合作，如

與醫學院教師協同研究，既可提升研究能量

及競爭力，亦有助於教師升等，並吸引學生

留在該系進修。 

1.本系 2009 至 2013 年共執行 91 件研究計畫；其中產學合作計畫計 28 件，

一般專題計畫計 63 件。 

2.在研究能量提升同時，本系學士班學生推甄本系碩士班情形：98學年度

計有 6位，99 學年度計有 5位，100 學年度計有 8位，101 學年度計有 5

位，102 學年度計有 4 位。本系教師升等情形：99 學年度 1 位助理教授

升等副教授。101 學年度 1位副教授升等教授。102 學年度 2位副教授升

等教授。 

3.本系於 103-2 學期第 10 次(6 月份)系務會議討論，擬藉由與醫院合作辦

理學術研討會、由系內資深 PI 帶領或由系上引介，以達成跨院校整合性

研究。 

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 

1.大學部之教育目標中，請再思考如何更明

確表達出「生命科學潛力」一詞。另「主動

終身學習」一詞需有課程配合。 

規劃於 103 學年度第 1學期 10 月系務會議(1031022 召開)討論教育目標中

「生命科學潛力」之用詞。另，本系教師已在多門課程中運用多元教學方

法，包括 PBL，TBL，翻轉教室，非同步教學法等，培養學生「主動終身學

習」之精神。 

2.建議將各授課大綱中，各項課目中與系所

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的哪一項目有一

致，明列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已檢視各必修課程之授課大綱與核心能力項目之關

連，並持續執行。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擬請選修課程主課老師於授課大綱

中敘明與核心能力項目之關連。 

3校方是否對生命科學系的社會角色有過規

劃？系上對校方的這項政策有回應建議的

機會嗎？又系方配合情況如何？ 

配合本校以人為本及助人理念，本系於 1032 學期第 10 次(6 月份)系務會

議討論，通過本系“以志工服務精神，推廣生命科學知識＂之社會責任共

識。在此共識下，本系已建立有服務學習內涵課程，落實培養學生專業與

志工服務之素養。此外，配合教育部計畫，本系亦已在 103 學年度起積極

投入社區高中的生命科學教育推廣。而本系將持續善盡社會責任，發揚本

校理念。 

4.班制是否考慮學生自主學習可能與方 1032 學期本系學生已自主成立 2個讀書會，另本系已在系務會議宣達，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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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例如自組讀書會或全球生命科學議題的

理解與解答探詢工作坊？ 

教師協助學生成立關注生命科學議題之工作坊或讀書會。 

5.植物與微生物學群雖表現不錯，但放在以

醫學為主的學校內，其定位應釐清。（例如：

是否與中醫的中草藥結合？種原鑑定、關鍵

成分的分析）。 

配合本系發展轉譯之方向，本系已於 1032 學期第 10 次(6 月份)系務會議，

討論植微學群發展方向，並將以轉譯農學為主軸，在教學及研究面進行後

續之規劃。 

6.五年一貫的學制，是吸引學生進入碩士班

的主因，值得繼續推動，可考慮增加名額，

並提供獎助。 

本系將自 102 級大學部學生實施第三學年及第四學年上學期，任選一學期

必選專題研究方式，讓學生認識教師研究，培養留系就讀五年一貫學程之

意願。此外，本系已於 1032 學期辦理本系五年一貫學程說明會。而為推廣

教師之研究，本系將製作教師研究室簡介，並於系網隨時公告教師研究成

果資訊。另本系並無限制五年一貫申請及名額，但五年一貫學生須經甄試

或筆試方式進入本系碩士班，碩士班招生名額則受學校及教育部之管制。

而為增加誘因，本校已自 104 學年度起免收本校學生就讀碩士班之學雜

費，並於碩士班第一學年另給予獎學金。 

7.與蘭州大學交換學生，可增進學生國際

觀，值得加強，可增加名額。也應鼓勵老師

至蘭州大學進行交流。 

已向本校國際事務中心了解相關事宜，將進行規劃。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系所共同部分】 

1.環境微生物學群領域教師人數過少，宜積

極增聘相關專業師資以形成研究聚落，並減

輕該學群教師授課負擔。 

1.本系持續鼓勵學生跨校選課，99-1 學期有 3位同學至東華大學選課，但

尚未有同學選修環境微生物相關課程。  

2.於 99-2 學期，本系主聘之陳俊堯老師、合聘林光慧老師與微生物學科余

美萱老師、林玲君老師已形成環境微生物相之研究群，並於該學期合開

環境微生物分析原理與技術課程(生科二)及微生物遺傳課程(微免所)。

3.本系 100 學年度已將環境微生物學群與植物學群合併為植物與微生物學

群。學群規劃之課程亦逐年依據教學意見作改善與修訂。 

2.宜與鄰近學校相互合作，針對與生物科技

相關之經營管理類課程，可考慮共同開設或

開放跨校選修，以補原課程規劃之不足。 

1.99-2 學期已於第 2次加退選課程前將鄰近學校開設之相關課程資訊公告

於本系網站週知；100 學年度擬於加退選課程前將東區大專院校之相關課

程資訊公告週知。 

2.102-1 學期已公告東華大學『生物產業技術學程』課程，供學生作為選

課參考。 

3.每學期均於師生座談會及系所網頁，持續公告跨校選修資訊，並結合北

二區教學資源提供學生更多元的學習管道。 

【學士班部分】 

1.必修科目宜增開分子生物學實驗與細胞

生物學實驗 2門課程，並增設專屬之分生與

細生實驗室，以供教學使用。 

1.本系 D924 教室所有儀器設備及實驗器具已妥善安置，並於 99-1 學期完

成必修實驗課程之教學（LS3032 生物技術原理及操作實驗）。 

2.分子生物技術與原理課程(LS3038) 及細胞生物技術與原理(LS3043)課

程已規劃完成並通過各級課程規劃委員會之審議，並於 100 學年度分別

開設課程，教學成效佳。 

2.建議該系與分遺系就普生、生化、分生與

細生 4 門課程，進行整合。 

1.本系之生化課程由校級共同教育處委託醫學院生化所負責統籌規畫及授

課。 

2.本系除了執行共教處委託之全校「生物學」課程的統籌規畫，自 100 學

年度已加入分遺系生物學將由本系教師負責規劃課程。 

3.分生及細生課程由於各系所之發展重點不同，故仍以自行規畫課程內容

較符合實際授課情形。此外本系教師群多數具有分生及細生專長，故目

前仍以系內教師為主要負責及授課。 

3.就近程目標而言，在各選修學群之課程分

配上可進一步協調，俾利三個特色學群的均

衡發展；另可再強化學群間的相互連結，使

學生了解各領域間的互通關係，以提升修課

之彈性。 

經系務會議及系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討論後決議，在未影響學生學習之

前提下，考量學群未來之發展及教師資源之分配，於 100 學年度起由原生

物醫學、環境微生物和植物科學三學群，整併為「生物醫學與應用」及「植

物與微生物」二學群。整併後之課程內容已全面性將學群之間作相互連結

並達到提升學生修課之彈性。 

4.宜加強該系生醫學群的特色科目。 1.101 學年度起生醫學群必修加開「細胞生與死的調控」，共計 3門必修課

程。選修課則自 100 學年度起，共開設 16 門。 

2.系上分別於 1-4 年級提供一般選修課程共 30 門課程。 

5.宜結合花蓮地區環境資源，規劃增設生態

課程。 

1.本系於每學期選課期間均收集並公告花蓮各大學院校生態相關課程開課

狀況，提供學生做為跨校選修之參考。 

2.已與東華大學自資系部份教師協調，提供本系有興趣學生進入該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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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學習生態相關野外操作，99-1 學期已有 98 級李兆容同學實際參與。 

3.持續與東華大學自資系部份教師合作, 鼓勵同學利用該系生態研究方面

資源。 

6.產業與市場發展的課程宜配合專業課程

內容，力求課程學習與實務操作或體驗的一

致性。 

1.於 100 年 7月 9日及 10 日，本系學生參與教育部顧問室「轉譯醫學及農

學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之「從產業學界看台灣生技產業」課程，對於課

程學習與實務操作相當有助益。 

2.本系 99 學年度辦理 3場生涯規劃講座，102-1 學期舉辦「2013 慈濟大學

生科背景學生就業工作坊」，透過各場職涯講座，期使學生對於現今及未

來產業與市場發展有所認知與瞭解 。 

3.本系所開設與市場發展相關之實務課程，如「生技產業與分析」、「產業

實習」、「生技產業創新與創業」。 

4.本系自 100 學年度起，每學年定期安排學生至相關產官學研界進行校外

教學參訪。 

5.本系獲得本校 102 年教學卓越計畫 1.3.1 推動專題製作實證教學計畫之

補助，透過專題研究讓學生能將課程所學的知識實際於研究工作中進行

實證，並於 102 及 103 年 7 月辦理暑期 workshop。 

【碩士班部分】 

1.碩士班的選修課程建議比照學士班，依三

個學群規劃設計，以加強與學士班課程之縱

向連結。 

1.本系自 100-1 學期起由原生醫、環微、植物三學群整併為「生物醫學與

應用」及「植物與微生物」兩學群。學群修課辦法及規定皆已訂定，並針

對學生舉辦學群整併規劃說明會，此新規定適用於 99 級起之入學學生。

2.碩士班課程亦依循兩學群的規劃，將課程連結性顯示於課程地圖中。 

2.宜積極推動「五年一貫學、碩士」制度，

並配合獎學金或其他誘因以提高參與人數。 

1.本系持續宣導五年一貫學程，自 99 學年度起，每學年定期舉辦招生說明

會，進行辦法說明、系所介紹及學長姐學習分享，俾達鼓勵宣傳之效。 

2.本系申請五年一貫之學生，98 學年度共計 5名、99 學年度共計 7名、100

學年度共計 8名、101 學年度共計 4名、102 學年度共計 18 名，並持續加

強宣導，鼓勵學生修讀五年一貫學程。 

3.獎學金以本校訂定之辦法為主要依據，故本系針對各項獎學金措施進行

宣達，並強調本校具有的優異及豐富之學習資源環境，俾使同學能提高就

讀意願。 

4.103 學年度加入「生物醫學全英語學分學程」，積極招收國際學生，拓展

生源。 

3.宜規劃若干學、碩士班合開之課程，以節

省有限的教師人力，亦可提供大四學生修習

進修專業課程的機會，有利學生畢業後就業

競爭力的提升。 

1.經分析學生修課情形及需求，本系於 99 學年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討論

決議，除了現有四門學碩士班合開課程外，並提供其他碩博士班課程予學

生上修，即足以滿足學生修課之需求。 

2.101 學年度起，開設生物巨分子探究分析(已於 103-1 學期停開)及植物

生物技術二門課程，並鼓勵學士班高年級上修碩博士班課程。 

二、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 

1.課程大綱與核心能力在必修課部分宜加

強。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之授課大綱皆已檢視各必修課程與核心能力項目之關

連，並持續執行。 

2.專任教師13，客座及合聘4 位（均為慈濟

老師），可滿足教學需求。 

無。 

3.專任教師人數及各級教師比例合理，流動

率低。 

無。 

4.教師遴聘考核制度均建立，研究佔70%，

似嫌過高。多元升等制度即將實施，需要落

實。 

本校教師升等辦法中已增列多元升等條文，本系將待校院訂出明確的作業

或共識原則，再修訂本系教師升等暨聘任辦法。 

5.教師專業社群可進一步發揮功能，應鼓勵

教師更投入相互切磋，以促進老師之間的交

流。 

1032 學期由本系教師主導成立之社群有 1個，本系教師參與合計 9人次。

本系將持續鼓勵教師申請教師專業社群。 

6.教學負擔重，普生課程為基礎課程，可考

慮統一開給各系普生的規格，以減輕教學負

擔。 

104 年度由本系負責之教卓生物學教學計畫，配合各系需求，已成立教學

模組因應。但因各系需求(內容，學分數)不一，將另召集會議討論統一普

生課程的可行性。 

7.多鼓勵教師與產業交流參訪，鼓勵產學合

作，可多利用慈濟志業體的幫助。 

1032 學期本系已有陳俊堯老師、許豪仁老師與大愛感恩進行初期合作。此

外，本系有 1位教師於 104 學年度與慈濟基金會簽訂產學合作計畫。另產

學合作已列為教師評鑑及升等計分項目，學校研發處亦定有產學合作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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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對教師爭取產學合作具鼓勵作用。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系所共同部分】 

1.考量學生常需於夜間持續研究工作，宜加

強夜間照明與安全之維護。 

本校由駐衛警小隊長會同學務處教官、校安及同學代表對校園安全廊道燈

光實施現勘，並依勘查情形陸續增設大愛樓拱橋旁(往地下道) 2 盞庭園

燈、往地下室停車場重要出入口之感應燈、福田樓東側川堂旁路燈，經由

上述照明設備之強化與改善，已可確保師生返回宿舍時的夜歸安全。 

2.宜加強宣導並鼓勵學生利用東部區域教

學資源共享之機制，以增加學生選課規劃之

深度與廣度。 

1.每學期均於開學前，在系所網頁上公告東區大專院校相關系所開設之課

程，提供同學選修課程之參考。 

2.定期配合公告東部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活動訊息，以增加學生選課規劃

之深度與廣度。 

3.宜藉由舉辦主題講座、校外學習，或業界

參訪等活動，擴展學生對生科領域產業之視

野，並持續加強學生之職涯輔導。 

1.本系自 98 學年度起持續開設「生命科學生涯規劃」課程，加強學生對生

科領域的瞭解。 

2.本系 99 學年度辦理 3場生涯規劃講座，並自 100 學年度起，每學期持續

舉辦主題講座（100 學年度 25 場；101 學年度 13 場；102 學年度 17 場；

103-1 學期 5 場），以拓展學生對生命科學領域的視野，並提供學生作為

職涯發展規劃的參考。102-1 學期舉辦「2013 慈濟大學生科背景學生就

業工作坊」，透過各場職涯講座，期使學生對於現今及未來產業與市場發

展有所認知與瞭解 。 

3.為提升學生對於生命科學領域相關產業之認知，自 100 學年度起，每學

年定期安排學生至相關產官學研界進行校外教學參訪。 

4.99 學年度開設產業實習課程，並自 100 學年度起於暑期開課，100 學年

度共有 5名同學赴 4處實習單位學習；101 學年度共有 5名同學赴 5處實

習單位學習；102 學年度共有 5名同學赴 3處實習單位學習；103 學年度

共有 9 名同學赴 4 處實習單位學習。本系亦於課程結束後辦理成果發表

會，會中安排實習學生發表實習成果及心得交流。 

4.宜重視學生自主學習與獨立能力之養成。 1.自 99 學年度起，每學年皆由本系教師指導學生成立自主讀書會：99 學

年度成立 7 個學生自主讀書會、100 學年度成立 7 個學生自主讀書會、

101 學年度成立 4個學生自主讀書會、102 學年度成立 3個學生自主讀書

會。 

2.本系黃盈瑜及彭冠男同學參與本校所組之 2010 年國際基因工程競賽

(iGEM)團隊，榮獲銀牌獎。2011 年本系張心慈同學、楊婕妤同學及林偉

莘同學榮獲亞洲區銅牌獎。 

3.在本系網站、系辦公室外佈告欄以及每學期期初與期末的師生座談會均

公告有關輔導知能與學術演講、講習、座談會或研討會等訊息，並結合

「生科系行動方案」所推動的計畫訊息做最詳實的宣達，讓學生可以積

極參與相關活動。 

5.宜建請校方加強校園內無線網路的連線

品質，以營造良好的學習環境。 

本校電算中心已於學校各教學、行政區域及宿舍共安裝 90 台智慧型 Wifi

無線基地台，並於校內各位置進行無線網路訊號檢測。 

6.宜加強鼓勵學生參與英檢考試，並提供相

關輔導或獎勵措施，以有效提升學生之英文

能力。 

1.本校制定參與英檢考試之獎勵及補助辦法，並設置英語教學中心，透過

各項活動及競賽，增進學生學習意願，提升英文能力。 

2.本系 98 學年度計有 12 名同學通過英檢考試 (包含中級英檢、TOEIC)；

99 及 100 學年度則分別計有 19 名和 16 名同學通過英檢考試，101 學年

度計有 16 名同學通過英檢考試，102 學年度計有 25 名同學通過英檢考試

(包含中級英檢、TOEIC、雅思) 。 

【學士班部分】 

1.宜提供更多獎學金名額，以吸引學生前來

就讀。 

1.本系學生之獎學金，係依據學校訂定之獎勵措施辦理。 

2.教務處及學務處均不定期針對各項獎學金公告學生週知，執行措施如下：

1)於學校首頁活動公告處規劃「各類獎助學金」欄位，方便學生網路查詢。

2)相關校內外獎學金除網頁公告外，並以電郵寄送獎學金申請訊息至學生

信箱，鼓勵學生申請。 

3.為鼓勵優秀僑生與外國學生申請就讀本校全英語碩、博士學程，訂定「慈

濟大學全英語碩、博士學程獎學金設置辦法」，吸引學生前來就讀。 

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1.該系學生實驗空間完備，唯部分具「生物

危害」之實驗仍應另尋空間。 

擬於 104 學年度提出新建工程預算改善現有實驗空間。 

2.該校特有之三軌輔導深具功能，唯若能以 本系配合並向同學宣導參加人文處及職就組安排之慈懿職涯分享活動，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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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制度著力於職涯輔導，更具成效。 勵同學多向慈誠懿德委員諮詢生活及職涯規劃之方向。 

3.該系已漸次增加產學實習之課程，唯宣導

可強化。 

本系持續透過系網、FB 公告、及以學生電郵宣傳產業實習之機會。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於 103 年 9 月 19 日舉辦「產業實習成果發表會」，並

於 103 年 10 月 3 日舉辦之「學士班師生座談會」，邀請實習之同學分享實

習經驗，藉此鼓勵學生踴躍選修產業實習課程。 

4.應積極向國外招生，應充分利用慈濟基金

會的力量，可請慈濟基金會在國外據點提供

招生協助。 

經洽詢國際事務中心，104 年 8 月份印尼教育展將由行政單位同仁前往，

104 學年度海外招生計畫尚在規劃中，已向本校國際事務中心表達參與海

外招生意願。 

5.以慈濟之財力，可考慮全面免學生之學雜

費，以吸引素質好的學生入學。再多提供至

國外交換學生的機會，及出國參加研討會的

機會，可吸引訓練好的學生留下來讀研究

所。 

學校各單位回覆如下， 

教務處： 

1.國內頂尖大學並無全面免學生之學雜費之政策即可招納優秀學生，免學雜

費是否足以成為優秀學生選擇本校的誘因？應討論之。 

2.選擇就讀本校應另有校風、學習環境、生活環境、學系專業學習等原因左

右優秀學生的選擇。 

3.目前國內各大專院校並無施行全面免學雜費之政策，以本校的財力、人

力、物力是否能支應全面免學雜費之後的財政缺口，也尚未可知？ 

4.自 104 學年度起本校應屆畢業生錄取本校研究所就讀，已提供學雜費全額

補助二學年，應可提高讓校內優秀學生繼續就讀本校意願。 

5.系所與指導教授應主動提供並告知學生更多交換生資源、及參加國內外學

術研討會的機會及學校補助，使學生有興趣參與各項研究，藉以提昇研究

學術水平。 

會計室： 

1.學校已提供免學雜費之全英語碩、博士學程獎學金吸引素質好的學生就

讀。 

2.國際中心設有至國外交換學生獎學金，研發處設有研究生出國參加研討

會獎學金。 

6.「第29頁」3.1.2中（1.招生規劃與做法），

第二行，【(修正為103學年度名額)】是否應

刪除？ 

已修正。 

7.鼓勵學生學習第二專長，安排產業參訪與

實習，以提升畢業後的就業機會。 

本系每學年均舉辦產業參訪，1032 學期已辦理 1場校外參訪活動。而為培

養學生專長，本系自 103 學年度起積極爭取多家公民營機構的學生實習機

會，103 學年度暑假將有 3 位同學參與校外實習。此外，本系與東華大學

法律學士學位學程的合作，目前正等待教育部對校級相關辦法核准後再繼

續進行。 

8.「第43頁」表3-11，缺100學年度資料。 已修正。 

9.應充分利用慈濟基金會的力量，提供學生

實習、輔導、就業的機會。 

本系持續與學務處、人文處及慈懿會合作，1032 學期本系學生參與學務處

及人文處舉辦之業師輔導活動，合計有 9 人。此外，大愛感恩科技亦提供

本系學生暑期實習名額。 

10.3.4.3中，「第46頁」，描述98至102學年

度畢業生就業資料，與「第47頁」，描述99

至103學年度畢業生，相矛盾；請檢視。 

已修正。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1.宜鼓勵專任教師多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發表，建議初步規劃以達到每人每年至少

1篇為目標。此外更應注意平衡問題，盡量

做到人人有著作發表。 

1.在資深教授主動帶領下，協助年輕教授參與研究並執行教育部 100 年度

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獲得補助經費 1,885,920 元。 

2.自 99 年 1月~100 年 7月，研討會論文發表 13 篇、SCI 學術著作 23 篇及

EI 著作 2篇；101 學年度發表 SCI 學術著作 22 篇、具審查制之期刊論文

1篇及國內外研討會論文 27 篇。102 學年度發表 SCI 學術著作 15 篇、具

審查制之期刊論文 3 篇及國內外研討會論文 7 篇。未來仍持續鼓勵教師

發表論文。 

2.宜鼓勵師生積極參加國際會議並發表文

章。 

1.本系鼓勵師生參與各項國內外學術會議，主要係依循學校所訂定之研究

及發表獎勵辦法申請辦理。 

2.系所亦編列經費鼓勵學士班同學積極參加會議並發表文章，以研究發表

第一作者或口頭報告之學生予以補助交通費。於 99 學年度共補助 7名同

學參加細菌學研討會、生醫年會等會議。100 及 101 學年度分別補助 2名

及 3名同學參加全國生物醫學年會。101 學年度共計有 9人次於國內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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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發表研究成果。102 學年度共計有 7人次於國內外研討會發表研究成

果。 

3.碩士班學生之發表研究成果經費，依校規定係由研發處提供補助，共補

助 4 名參與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年會；另亦有 1 名同學經本校國

際事務中心補助，至日本參與發育生物學會。 

4.99 學年度、101 學年度碩士生獲國科會補助參加國際會議者各 1名。 

5.101 學年度碩士生獲得外交部補助至日本參與國際會議 1名。 

6.102 學年度起設置補助碩士生參加國外研討會並發表研究成果之經費。 

【學、碩士班共同部分】 

1.宜思考博士班併入醫學研究所後，植物科

學及環境微生物兩領域的學術研究能量問

題；若能增加五年一貫學生的名額，或可疏

緩此衝擊。 

1.本系 99 學年度碩士班學生共計 12 位（4 位學生選擇植物及環境微生物

學群）；100 學年度碩士班學生共計 12 位（6位學生選擇植物及環境微生

物學群），101 學年度共計 8 位（3 位選擇植物及環境微生物學群），102

學年度共計 3位(1 位選擇植物及環境微生物學群)。 

2.98 學年度五年一貫申請名額為 5名，99 學年度申請名額為 7名，100 及

101 學年度申請名額分別為 8名和 4名。102 學年度申請名額為 18 名。

3.依據學生申請入學及修習現況，針對植物科學及環境微生物二領域碩士

班之保障名額議題，暫無施行之規劃。 

四、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 

1.系所教師研究發表尚稱合理，唯部分教師

之高品質論文發表應多加重視提升外界對

本系之認識。 

本系已於系網新增公告教師之研究成果。並鼓勵教師積極參與學術會議，

進行口頭或壁報論文發表。 

2現有跨院校整合計畫，可鼓勵老師與醫學

院合作，值得加強。 

本系已於 1032 學期第 10 次(6 月份)系務會議討論，決議為：1.與醫院合

作辦理學術研討會。2.由系內資深 PI 帶領或由系上引介。 

3.許多老師研究方向未脫離求學時的方

向，很難有競爭力。應考慮開創新方向，才

會有競爭力。如有創意，可申請科技部百人

拓荒計畫。 

配合本系發展轉譯之方向，本系已於 1032 學期第 10 次(6 月份)系務會議，

討論生醫應用及植微學群發展方向，並將以轉譯醫學及農學為主軸，在研

究面進行後續之推動。 

4.可鼓勵老師們多討論以找出系所特色，並

鼓勵研究方向配合系所及慈濟特色（例如救

災，可做災區的生態重建調查研究，災區可

種植的植物），鼓勵老師合作。 

配合本系發展轉譯之方向，本系已於 1032 學期第 10 次(6 月份)系務會議，

討論生醫應用及植微學群發展方向，並將以轉譯醫學及農學為主軸，在研

究面進行後續之推動。 

5.系上老師擔任學校行政工作的比例過高。 本系兼任學校行政工作教師均以志工服務立場為學校盡力，本系已向老師

表達委員及系內關心，亦已向學校行政單位主管轉知委員建議。 

6.可多提供經費補助，以鼓勵老師及學生參

加國內外研討會。 

1.本系已於 104 學年度系所經費編列 40000 元鼓勵學生參加國外研討會。

2.教卓計畫補助學生論文成果發表。 

(1)國內(含校內)：第一作者補助交通費(不補助機票費)及發給獎勵金(口

頭論文發表 2000 元、壁報論文 1000 元)。 

(2)國外：第一作者補助交通費(國際機票費核支標準依「慈濟大學學生海

外交流補助辦法」辦理)及發給獎勵金(口頭論文發表 6000 元、壁報論文

3000 元)。 

3.研發處訂定： 

(1)本校碩士生參與國際研討會，除可藉由研發處對外(如：科技部、教育部)

申請補助外，另本校國際事務中心亦設有「慈濟大學學生海外交流補助辦

法」提供申請。 

在台灣舉辦的國際研討會，碩士生亦可依照「慈濟大學碩、博士生研究獎

勵辦法」申請補助交通費用。 

(2)教務處已進行設置校內碩博士論文獎（明本學術獎學金），論文採委員審

查制。 

(3)本校教師執行校外研究計畫(如：科技部、國衛院等)，本校另會核撥計

畫獎勵金 (計畫經費扣除管理費後的 15%~25%)，教師可自行運用此經費參

加國內外研討會。 

五、畢業生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1.宜加強與已就業之畢業校友座談，了解其

對該系課程和專業科目訓練的需求，以做為

1.本系自 99 學年度起，每學年均辦理系友座談會：99 至 101 學年度分別

辦理 5 場，並自 100 學年度起，每年 6 月辦理生命科學系畢業系友聯誼

會。 

2.由於現今社群網站發達，本系陳俊堯老師亦於 facebook 架設「慈大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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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改善之依據。 網路系友會」，藉由此平台與畢業校友進行聯繫。 

3.102-1 學期舉辦生科系 15 週年系慶暨系友回娘家活動，共計 96人參與；

舉辦「2013 慈濟大學生科背景學生就業工作坊」，邀請 3 位系友擔任講

者，與在校生分享自身職涯經驗。103-1 學期更開設「生科背景學生就業

力」課程，並邀請 4位系友返校擔任講者。 

2.宜多與外界各類職場接觸，提供學生寒暑

假期間更多的參觀與實習機會。 

99 學年度開設產業實習課程，並自 100 學年度起於暑期開課，100 學年度

共有 5名同學赴 4處實習單位學習；101 學年度共有 5名同學赴 5處實習單

位學習；102 學年度共有 5 名同學赴 3 處實習單位學習；103 學年度共有 9

名同學赴 4 處實習單位學習。本系亦於課程結束後辦理成果發表會，會中

安排實習學生發表實習成果及心得交流。 

3.系友會的設立與畢業生現況調查，宜持續

進行，以能凝聚系友向心力並提供系務發展

改善之意見。 

1.目前本系之 facebook 社群（名稱為「慈大生科網路系友會」）仍持續運

作，並藉由此平台與系友進行聯繫。 

2.畢業生現況調查，已配合學務處職就組進行畢業生業務調查時段進行相

關作業，101 學年度畢業生流向問卷調查，學士班總計 297 位畢業生，追

蹤到 216 位畢業生流向，佔全體畢業生 72.7%；碩士班總計 38 位畢業生，

追蹤到 28 位畢業生流向，佔全體畢業生 73.7%。102 學年度畢業生流向

問卷調查，學士班總計 265 位畢業生，追蹤到 162 位畢業生流向，佔全

體畢業生 61.1%；碩士班總計 30 位畢業生，追蹤到 19 位畢業生流向，佔

全體畢業生 63.3%。 

五、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1.經由多種會議與活動彙集校內外關係人

意見，進行完善的SWOT分析與策略規劃。但

因大學部學生與研究生的學生來源以及培

育的核心能力有差異，建議在SWOT分析和策

略規劃上，部分內容需區隔大學部和碩士

班。 

本系已於 103 年 5 月 7日系務會議決議：SWOT 分析與策略規劃維持現有將

學士班與碩士班整合統一分析之模式。 

2.是否有定期(每2-3年一次)班制檢討？又

如何實施？ 

本系已於 1032 學期第 10 次(6 月份)系務會議討論大學部及碩士班班制規

劃與經營策略。決議以「打散學群分類，強化跨領域學習」為未來發展方

向。 

3.「第61頁」，所附表是102學年度建議，與

文字敘述（第一週期）不符；請檢視。 

已修正。 

4.師生班制檢討的結構與內容如何？能否

考慮將過程與結果形成文稿投往科學教育

的雜誌或是科技報導等刊物？引起各大學

的討論。 

本系已於 1032 學期第 10 次(6 月份)系務會議討論大學部及碩士班班制規

劃與經營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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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機制等等）如項目一至項目四中之規劃、執行、問

題檢討與改善策略，均合理並完善。確實執行後，應能裨益本系之良善發展，改進不

足或有待加強之處。對於確實無法立即改善之處（如少子化、碩士班就讀意願低落），

也能確實面對，並盡力降低不利影響。 

2.定期公告自我改善成效 

本系之自我改善作為已於網頁公告、系友座談會報告、課程規劃委員會、師生座談會

討論，並獲得師生及校友等之瞭解與認可。各相關互動人士均能瞭解本系自我改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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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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改善方向與做法。 

 

(二) 特色 

本校之特徵為具特色之人文涵養且為小而精緻的大學，除主導制度規章，也統籌支持

各式教學、研究、服務以及行政共用資源的規劃。本系遵循本校所訂定的各式辦法與

細則，落實召開各項會議，針對學生學習成效各項觀察指標，積極蒐集教師、在學學

生、產學界專家、畢業生及其雇主之建議以進行自我分析、凝聚教師共識並訂定多項

行動方案，積極落實各項自我改善，盡所能運用校、院各項支持資源辦學，以達成本

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培育有生命科學潛力、主動終身學習之學士班畢業生、與

有生命科學研究能力之碩士班畢業生。 

 

(三) 問題與困難 

本系面臨最大的困難為招生實況不盡理想，連帶衝擊碩士班之經營。地理區隔、公私

立大學學歷迷思、他校同質性科系過多及少子化影響，影響學生就讀本系學士班意願。

另分析碩士班註冊率逐年下降的原因，包括就業意願提升、國立大學學歷迷思、無較

鮮明之系所研究特色等因素，造成碩士班招生不易。 

表5-8：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意願調查結果 

學年度(級數) 99(96級) 100(97級) 101(98級) 102(99級) 103(100級) 

應屆學士班畢業生升學率  63% 49% 36% 45% 
50% 

(截至104/8/24)

應屆學士班畢業生就業率 15% 14% 28% 24% 
23.3% 

(截至104/8/24)

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報名人數 7人 8人 4人 18人 3人 

 

(四) 改善策略 

針對以上困境，本系擬定以下的改善策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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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扎實的研究訓練，積極留住學士班學生就讀本系碩士班。 

2.強化產學合作，落實學用合一。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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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年來，全國大學校院的經營皆面臨少子化及學生平均素質逐漸下滑之衝擊，本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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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關係，相形之下面臨更加艱鉅之挑戰。所幸，本系全體教師皆秉持「帶好每一位

學生」的初發心，致力於規劃更符合現今社會所需生命科學專業人才之課程設計，並

以多元教學方法與評量落實因材施教，鼓勵學生跨領域學習、赴相關機構教學參訪、

或參與實習，以期讓學生皆能適性發展，厚植學生專業學養及開展寬闊視野。本系十

分重視教師、學生、畢業系友及雇主之回饋，在各項會議中討論並採納校內外互動關

係人的建議，落實在各項行政管理、課程規劃與活動辦理上，期能激勵學生學習意願，

及早進行生涯及職涯的規劃，使學生成為符合社會所需的生命科學專業之科技人才。

本系亦透過各項會議自我分析，積極改善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建議，擬定行動方案落

實改善計畫，期使系務之推動發展更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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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總結 

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設置目的，乃為健全本校在既有醫學教育之下所需要的基礎生

命科學教學資源，在符合生命科學內涵的廣度，學士班課程規劃為「生物醫學與應用」

及「植物與微生物」兩學群；碩士班部分以「生物醫學」、「環境微生物」、「植物

科學」三種領域分類課程，以培育具有生命科學基礎知識、技能與態度的科技人才。

本系教育目標為培育具有生命科學潛力、主動終身學習之學士班畢業生、與具有生命

科學研究能力之碩士班畢業生，除了專業知識訓練，亦注重人文涵養的培育，期使本

系之畢業生具慈濟人文涵養能為社會所用。本系經由落實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建議的

改善，並依據(1)校、院發展的架構及分析生命科學專業發展趨勢、產業需求之各方意

見，本系透過相關會議討論，訂定出落實班制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的課程規劃與設

計。為確保學生學習成效機制（2）本系教師專業領域均具備生命科學專長，並在完善

的整體課程設計中堅持教學品質，運用多元教學方法與學習評量，以開發學生學習潛

能，達成核心能力的培養。透過本校制訂之教學品質獎勵與教師教學評鑑機制，能有

效提升本系教師教學品質與專業成長。（3）在本校與本系所提供之完善的學生輔導與

優質的學習資源，能使學生獲致最佳的學習成效。本系藉由分析學、碩士班學生學習

表現(基本素養、核心能力、學習成效雷達圖)，輔以學生學習支持系統(各項充足的軟

硬體資源)，並藉由各項課業學習輔助措施(行政人力、經費、獎助學金及導師諮詢)，

能達成良好的課業學習輔導成效。為增進學生的學習廣度與深度，本系提供豐厚的課

外學習活動，透過辦理優質專題演講、帶領學生赴產官學研界進行校外教學參訪，瞭

解生技產官學研界現況，鼓勵學生主動爭取實習機會或修讀跨領域學程，使學生將所

學與未來職涯接軌並拓展多元就業的途徑。也結合本校特有的三軌輔導制(導師、慈懿

會、諮商中心)給予學生完善的生活與生涯輔導。因此，本系培育的畢業生都能貢獻所

學，並獲得工作雇主正面評價。為提升本系師生學術專業表現（4）藉由本校及本系所

提供之研究資源與各項補助，師生學術與專業能量有良好的發展與表現。在學校人文

環境的薰習中，師生能發揮人文精神，參與校內外服務活動。為瞭解學生學習歷程與

成效評量機制，（5）本系除落實改善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建議外，亦進行畢業生流向

與追蹤的資料收集及分析，並結合校內外互動關係人之意見，確實於各相關會議提出

分析檢討，並作自我SWOT分析，據以研擬改善策略、爭取相關資源、補強不足面，使

現有與未來的學生因本系的努力與進步，獲得更好的學習品質，本系也將因此建立追

求進步的文化，而形成品質提升的良好循環。 

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含碩士班）將在學校提供之豐厚的支持資源中，堅持教育理

念，並持續自我改善，積極辦學，以達本系永續發展之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