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庚大學
102 學年度系(所、中心)評鑑

臨床醫學研究所 改善成效報告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楊樑怡
03-2118800-3489

電子信箱： lyyang@mail.cgu.edu.tw
系所主管：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6 月 26 日

長庚大學 102 學年度系(所、中心)評鑑
系所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
受評系所：臨床醫學研究所
「自我評鑑執行
評鑑項目

訪評委員改善或建議意見

系所回應及改善計畫

自我改善情形 (系所填報)

小組」
資料檢核

項目一、
理念、目標與
特色

【共同部分】
1. 所內各不同組之博、碩士
班的教學、評鑑、學位授
與的體制化。
2. 博士班宜有明確的資格考
(Qualify 或

1. 放射影像組已向教育 依評鑑委員建議訂定博士班

1. 已依改善建議

部申請回歸母系，其 資格考及學位考試等相關規

提出自我改善

他組別仍不適合申

情形做法

定已列於年度學生手冊 p.2

請，將依自評委員意 及 p.6 等處。(附件 1-研究生

□是

見處理。

□否

2. 臨醫組碩、博士班研

手冊)

2. 已檢附相關佐

究生之資格考及學位

證資料

comprehensive)，才成為

考試相關規定已列於

□是

Ph.D. candidate。所內宜定

各學年度之研究生手

□否

出辦法，一體適用。
3. 長期可考慮成立分校。

冊內。
3. 已提報全校性問題。

項目二、

【共同部分】

教師教學與
學習評量

1. 醫學倫理及研究倫理課程
設計著墨太少。醫學倫理
為該所教育目標之一
(p.5)，課程設計及規畫應
含以臨床實例為探討學習
內容，以討論/辯論方式進
行較能有效提升學生該方
面之認知。
2. 該所發展應繼續培育具醫
學研究能力之人才，並結
合長庚醫療體系豐富資源
推動 Translation
Research，並參與整合型
研究中心如 Biosignature
等國際合作型計畫，應擴
大與長庚大學之合作，就
目前已有若干基礎之領域
(如老化中心，癌症中心，
及轉譯中心等)進行整合

1. 於部分課程加強醫學 1. 已於 102 學年第二學期邀 1. 已依改善建議
倫理及研究倫理的宣

請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提出自我改善

導，並邀請資深學者

張子文教授及陽明大學生

情形做法

為醫學倫理或研究倫

化所鄭子豪教授透過特別

□是

理以實際案例作經驗

演講方式與本校(所)之學

□否

之傳授，透過討論強

生進行實作經驗的分享。 2. 已檢附相關佐

化學生各方面的認識 2. (1)附件 2-申請長庚醫院

證資料

及學習，達到本所教

體系/國科會之整合型研

□是

育目標。

究計畫明細；(2)附件 3-

□否

2. 已執行之整合型計畫
均有所內學生實際參
與，有助於培育學生
成為具視野之臨床研
究人才。所內專任教
師也積極的和國內、
外院校、產學等進行
國際合作。

專任教師國際合作之備忘
錄。

型研究，使臨研所學生得
以執行一個較小的題目並
參與一個大規劃的研究團
隊。培育具視野之臨床研
究人才。
項目三、
學生輔導與
學習資源

【共同部分】
1. 該所宜針對嘉義及高雄地
區之在職研究生，提出合
適之解決方案，讓這些在
職研究生能於當地修習學
分，避免舟車勞頓。特別
是碩士班 90%以上皆是南
部在職研究生，卻要集體
到林口本部上課。
2. 非長庚體系醫師所獲得研
究經費之資助較低，宜由
校方相關單位評估，提出
適當之補救措施。
3. 該所並未訂定博士班資格
考之明確標準，宜盡快訂

1. 配合教育部之規定。

1. 已呈核簽呈如附件 4。

2. 擬請學校同意使用學

2. 臨醫組研究生之各項規定

分班 BMRP 帳戶補助

已列於學生手冊(附件 1)。

非長庚體系醫師之實

3. 定期師生座談。(師生座談

驗耗材費。
3. 臨醫組碩、博士班研
究生之資格考及學位

情況如附件 5)

1. 已依改善建議
提出自我改善
情形做法
□是
□否

4. 已向教務處反映申請線上 2. 已檢附相關佐
教學。

證資料

考試相關規定已列於

□是

各學年度之研究生手

□否

冊內。
4. 本所已為每年度入學
之碩、博士班學生訂
定導師制度，協助研
究生於二年級學期結
束前選定合適指導教
師、協助課程修習及

定之。

CMRP 研究計畫申

4. 碩博士班修業期限過長，

請。三年級以上研究

宜提出有效之輔導及改善

生若未提出院內計畫

機制。

申請，每學年需進行

5. 但該所在先天體制上為鼓

進度報告：由所內老

勵在職醫療人員進修，產

師組成輔導委員，指

生了不同院區之在職研究

導老師及共同指導老

生，這些在職生因教育部

師需一同出席，瞭解

之規定，必須受限於在長

其困難與需求，協助

庚大學本部上課，但長期

找尋合適解決方案。

發展之下，該所老師與學 5. (1).擬請校方協助與各
生之交流之機會下降，研

院區醫院合作取得合

究生可選擇指導教授之人

格之教學場所；(2).增

數也變少，研究生也不易

設部分課程以線上教

到各實驗室實作，最終不

學方式授課，減少學

易找到合適的方向與指導

生至校本部上課之時

老師，而使修業期限加

數。

長。希望該所與校方針對
該問題，突破困境，使在
職研究生能在其工作區域
獲得最優質之學習環境。

項目四、

【共同部分】

學術與專業
表現

1. 宜開放臨醫所老師收取一
定額度非醫師的全職學
生。
2. 以臨床基礎研究整合替代
所內整合。
3. 專業服務可以加強。
4. 研究論文除了 IF 值外宜
增列學門比率，並應強調
此類指標雖有其客觀性但
也有許多限制，個人之科
學貢獻有賴實質審查。
5. 研究所訓練評量以發表論
文為最重要考量，因此有
二年即可博士畢業之先
例，指導委員會與口試委
員會之制度與功能宜加
強。
6. 宜提供博士生短期國內外
進修補助。

1. 經所招生委員會決

1. 已向教務處招生組提報

1. 已依改善建議

議，將於 104 學年起

104 學年起博士班招生名

提出自我改善

招收 15 名在職生(臨

額配置。(附件 6-104 學年

情形做法

床醫師)及 5 名一般生

度招收碩(含碩士在職專

□是

(臨床相關研究人員)。

班)博士班招生名額分配

□否

2. 目前所上教師參與之

表)

2. 已檢附相關佐

整合型計畫如自我評

2. 專任教師擔任國外、內期

鑑報告書 4-2 所述。

刊之審查委員名冊如附件

□是

7)。

□否

3. 本所專任教師已擔任
多項政府機關審查委
員及國內、外期刊論
文審查。
4. 已增列所上專任教師
發表論文之學門比例
(ranking)。
5. 依據"長庚大學碩、博
士學位考試實施辦法"
訂定本所各組別學位
考試規定辦法。本所
博士班畢業規定為(1)
修畢入學該年度規定

3. 論文之學門比例如附件 8
所示。
4. 本所各組別學位考試規定
如附件 9。

證資料

之必選修學分數且成
績及格、(2)期刊論文
成果表現：至少包含 2
篇 SCI 國際知名期刊
之原始著作，以第一
作者發表之論文，並
且請務必掛上長庚大
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之正式英文名稱：
『Graduate 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al
Sciences, College of
Medicine, Chang Gung
University』
（SCI 期刊
排名需在各領域前 30
﹪。如其中一篇佔該
領域學門前 30﹪且影
響指數超過 6 分者，
則該篇可抵 2 篇）
。符
合所內畢業規定之研
究生由指導教授推薦

申請博士學位口試，
經所內論文初稿審核
及所長同意後提報校
方得申請學位考試。
6. 由於學校及服務單位
之補助不能重複申
請，因此所上學生短
期國內、外進修經費
申請以服務單位(醫
院)之補助為主。
項目五、
畢業生表現

【共同部分】
1. 宜加強對非長庚體系及碩
士畢業生之追蹤。
2. 宜由大學補助非長庚體系
醫師就讀博士班之計畫補
助，學生可以更加多元。

1. (1).本所過去非長庚體 1. 配合學校畢業生問卷追蹤 1. 已依改善建議
系畢業生不多，未來

外，本所以電訪通知了解

提出自我改善

將強化畢業生問卷等

其現況。且目前已使用社

情形做法

追蹤方式、(2).本所目

群強化在校生及畢業生之

□是

前利用社群網站，希

聯繫。(臨研所社群網站之

□否

望利用網路無邊的特

介面如附件 10)

性，強化包含所有長

2. 已呈核簽呈如附件 4。

2. 已檢附相關佐
證資料

庚與非長庚體系畢業

□是

生追蹤。

□否

2. 擬請學校同意使用學
分班 BMRP 帳戶補助

非長庚體系醫師之實
驗耗材費。
項目六、
整體自我改
善機制

【共同部分】
1. 臨床所，設有六組，但並
未實際執行六組之教學與
研究之運作，應克服困難
並改善之。
2. 健全博士班資格考制度。
3. 增收非臨床醫師之博士班
學生，以加強基礎與臨床
醫學之整合，以達促進轉
譯醫學之目標。
4. 由於研究生皆自定研究主
題，其主題也大都為”臨床
上面臨但仍未能解決或了
解之問題”，故建議加強研
究生之臨床資深指導教
授，在其論文研究上，所
扮演的角色。
5. 加強專任教師與研究生互

1. 已提報全校性問題。
2. 臨醫組研究生之資格
考及學位考試相關規
定已列研究生手冊。
3. 經所招生委員會決

1. 臨醫組研究生之各項規定 1. 已依改善建議
已列於學生手冊(附件 1)。
2. 已向教務處招生組提報

提出自我改善
情形做法

104 學年起博士班招生名

□是

額配置。(附件 6-104 學年

□否

議，將於 104 學年起

度招收碩(含碩士在職專

招收 15 名在職生(臨

班)博士班招生名額分配

證資料

床醫師)及 5 名一般生

表)

□是

(臨床相關研究人員)。 3. 定期師生座談。(師生座談
4. 已要求學生臨床指導
教授，出席學生每年
一次的進度報告或
CMRP 研究計畫口頭
報告。
5. 本所在這兩年均有多
項強化專任教師與研
究生互動的規劃
6. 已提報全校性問題。

情況如附件 5)

2. 已檢附相關佐

□否

動之關係。
6. 建議延長新任教師到任三
年後就得接受適任評估之
制度。
自評執行小組：

院長：

系所主管：

日期：

年

月

日

長庚大學
102 學年度系(所、中心)評鑑
臨床醫學研究所評鑑結果改善成效報告
目 錄
壹、

系所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

貳、

摘要

參、

自我評鑑之結果

一、 特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一） 委員改善建議事項
1. 所內各不同組之博、碩士班的教學、評鑑、學位授與的體制化。
2. 博士班宜有明確的資格考(Qualify 或 comprehensive)，才成為 Ph.D.
candidate。所內宜定出辦法，一體適用。
3. 長期可考慮成立分校。
（二） 自我改善計畫
1. 放射影像組已向教育部申請回歸母系，其他組別仍不適合申請，
將依自評委員意見處理。
2. 有關本所臨醫組碩、博士班研究生之資格考及學位考試相關規定
已列於各學年度之研究生手冊內。
3. 已提報全校性問題。
（三） 執行成果
1. 依評鑑委員建議訂定博士班資格考及學位考試等相關規定已列於
年度學生手冊 p.2 及 p.6 等處。(附件 1-研究生手冊)
（四） 小結
1. 已經完成所內各不同組之博、碩士班的教學、評鑑、及學位授與
的體制化。
2. 臨醫組之碩、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及學位考試相關規定已列於各
學年度之研究生手冊內。

二、 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一） 委員改善建議事項
1. 醫學倫理及研究倫理課程設計著墨太少。醫學倫理為該所教育目
標之一(p.5)，課程設計及規畫應含以臨床實例為探討學習內容，
以討論/辯論方式進行較能有效提升學生該方面之認知。
2. 該所發展應繼續培育具醫學研究能力之人才，並結合長庚醫療體
系豐富資源推動 Translation Research，並參與整合型研究中心如
Biosignature 等國際合作型計畫，應擴大與長庚大學之合作，就目
前已有若干基礎之領域(如老化中心，癌症中心，及轉譯中心等)
進行整合型研究，使臨研所學生得以執行一個較小的題目並參與
一個大規劃的研究團隊。培育具視野之臨床研究人才。
（二） 自我改善計畫
1. 本所持續培育具醫學研究能力之人才，也以結合長庚醫療體系豐
富資源推動 Translation Research 為目標。目前已有老師及學生(老
師：蘇中慧、吳雅慧；學生：翁意欣、葉篤學、林昆儒、余黃平、
陳冠興、蔡文鐘等)參與長庚大學整合研究中心，如：健康老化研
究中心的運作與研究。
2. 大部份的整合型計畫均有本所學生實際參與，有助於培育學生成
為具視野之臨床研究人才。未來老師們仍應朝此方向更加努力，
除了正向培養學生研究興趣與能力外，更需鼓勵學生與其他老師
與同學加強學術討論，提升形成整合研究的可能性。在所內的老
師各有專精，也分別指導不同領域的醫師進行專題研究，未來希
望以加強老師間研究合作開始，藉由密集的討論溝通來達到共
識，朝此整合方向努力。因此規劃以疾病生理或治療機轉的共同
特性分成五個研究群組：基因體醫學組，癌症分子病理組，心臟
血管病理組，微生物免疫疾病組及幹細胞再生醫學組。基因體醫
學組成員包括王馨世、莊錦豪、吳雅慧和李御賢；癌症分子病理
組成員包括康宏佑、蔡七女、傅金芬和楊敏瑜；心臟血管病理組
成員包括蘇中慧、張國志和石宗憲；微生物免疫疾病組成員包括
張沛鈞、顧正崙和洪千惠，及幹細胞再生醫學組成員包括王逢興、

蕭長春和中野敏明。鼓勵學生參與所內研究群組的研究討論，提
供更多學習成長機會。
（三） 執行成果
1. 已於102學年第二學期邀請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張子文教授，報
告題目為「治療重度哮喘與蕁麻症的Xolair：從推理到實驗室到臨
床試驗到廣泛病人使用」及陽明大學生化所鄭子豪教授，報告題目
為「polyQ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s: from basic to translational
research」，透過特別演講方式與本校(所)之學生進行實作經驗的分
享。
2. 申請參與長庚醫院體系/國科會之整合型研究計畫明細如附件2。
3. 專任教師參與國際合作之備忘錄如附件3。
（四） 小結
1. 已透過特別演講方式與本所學生進行實作經驗的分享，推動拓展
Translation Research之具體模式。
2. 鼓勵本所師生參與長庚醫院體系/國科會之整合型研究計畫。
3. 鼓勵專任教師參與國際合作與產學合作。

三、 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一） 委員改善建議事項
1. 該所宜針對嘉義及高雄地區之在職研究生，提出合適之解決方
案，讓這些在職研究生能於當地修習學分，避免舟車勞頓。特別
是碩士班 90%以上皆是南部在職研究生，卻要集體到林口本部上
課。
2. 非長庚體系醫師所獲得研究經費之資助較低，宜由校方相關單位
評估，提出適當之補救措施。
3. 該所並未訂定博士班資格考之明確標準，宜盡快訂定之。
4. 碩博士班修業期限過長，宜提出有效之輔導及改善機制。
5. 但該所在先天體制上為鼓勵在職醫療人員進修，產生了不同院區
之在職研究生，這些在職生因教育部之規定，必須受限於在長庚

大學本部上課，但長期發展之下，該所老師與學生之交流之機會
下降，研究生可選擇指導教授之人數也變少，研究生也不易到各
實驗室實作，最終不易找到合適的方向與指導老師，而使修業期
限加長。希望該所與校方針對該問題，突破困境，使在職研究生
能在其工作區域獲得最優質之學習環境。
（二） 自我改善計畫
1. 配合學校教務處規定，各院區在職學生皆統一在校本部接受各課
程授課。(該要求為教育補之規定)
2. 擬請學校同意使用學分班 BMRP 帳戶補助非長庚體系醫師之實
驗耗材費。
3. 有關本所臨醫組碩、博士班研究生之資格考及學位考試相關規定
已列於各學年度之研究生手冊內。
4. (1).協助研究生於二年級學期結束前選定合適指導教師：研究生於
一、二年級專題討論研究進度報告時，需列出指導老師。尚未選
定指導老師者，由所上輔導老師進行個別訪談，以協助找尋合適
的所內或所外指導教師；(2).三年級以上研究生於每學年 3、6、9
月提出院內計畫申請時，指導老師為共同主持人，計畫審查口頭
報告時需出席，藉此可評估計畫可行性及瞭解研究進度；(3).三年
級以上研究生若未提出院內計畫申請，每學年需進行進度報告，
由所內老師組成輔導委員，指導老師及共同指導老師需出席，以
期驅使能掌握研究進度，瞭解其所面臨困難與需求，協助找尋最
適解決方案，使能順利進行及儘速完成研究。對於若研究生面臨
極度難以解決之研究瓶頸，建議轉換研究主題或甚至更換指導老
師，以期能順利畢業。
5. (1).擬請校方協助與各院區醫院合作取得合格之教學場所；(2).增
設部分課程以線上教學方式授課，減少學生至校本部上課之時
數。
（三） 執行成果
1. 擬使用 BMRP 帳戶補助非長庚體系醫師之實驗耗材之簽呈如附件
4。

2. 臨醫組碩、博士班研究生之各項規定已列於學生手冊(附件 1)。
3. 定期師生座談。(師生座談情況如附件 5)
4. 已向教務處反映申請線上教學。
（四）小結
1. 將使用 BMRP 帳戶款項補助非長庚體系醫師之實驗耗材費。
2. 臨醫組碩、博士班研究生之各項規定已列於學生手冊。
3. 定期舉辦師生座談。
4. 將推動線上教學(部分課程)。
四、 學術與專業表現
（一） 委員改善建議事項
1. 宜開放臨醫所老師收取一定額度非醫師的全職學生。
2. 以臨床基礎研究整合替代所內整合。
3. 專業服務可以加強。
4. 研究論文除了 IF 值外宜增列學門比率，並應強調此類指標雖有其
客觀性但也有許多限制，個人之科學貢獻有賴實質審查。
5. 研究所訓練評量以發表論文為最重要考量，因此有二年即可博士
畢業之先例，指導委員會與口試委員會之制度與功能宜加強。
6. 宜提供博士生短期國內外進修補助。
（二） 自我改善計畫
1. 經所招生委員會決議，將於 104 學年起招收 15 名在職生(臨床醫
師)及 5 名一般生(臨床相關研究人員)。
2. 目前所上教師參與之整合型計畫如自我評鑑報告書 4-2 所述：(1).
蘇中慧老師主持桃園分院睡眠中心"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預後與效
益分析研究"之整合型計畫；(2).顧正崙老師參與林口長庚醫院"
人類先天性免疫對抗腸病毒感染的角色"之整合型計畫；(3).張啟
仁老師主持之"整合型臨床醫學研究與生物統計科學之結合應用
"，這些整合型計畫幾乎是臨床及基礎之整合型計畫，所上將持續
鼓勵老師朝這個方向參與整合計畫。
3. 本所王馨世所長長期擔任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支付標準

專家諮詢委員、長庚醫誌副主編及台灣婦產科醫學會雜誌編輯委
員、並擔任國科會及長庚院內計畫審查委員；張啟仁教授擔任政
府機關多項審查委員（如衛生署、建保局及工研院等）及學術雜
誌審查委員（如台灣精神醫學會雜誌和台灣外科醫學會雜誌）
外，其他老師則是擔任國外或國內雜誌之審查委員，目前所上鼓
勵老師們更加積極地參與或爭取各項專業服務。
4. 依評鑑委員建議已增列所上專任教師發表論文之學門比例
(ranking)。
5. 依據"長庚大學碩、博士學位考試實施辦法"訂定本所各組別學位
考試規定辦法。
6. 由於學校及服務單位之補助不能重複申請，因此所上學生短期國
內、外進修經費申請以服務單位(醫院)之補助為主。
（三） 執行成果
1. 已向教務處招生組提報 104 學年博士班招生名額配置。(附件 6-104
學年度招收碩(含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招生名額分配表)
2. 專任教師擔任國外、內期刊之審查委員名冊如附件 7。
3. 論文之學門比例如附件 8 所示。
4. 本所各組別學位考試規定如附件 9。
（四）小結
1. 104 學年之博士班招生名額配置將有調整。
2. 鼓勵專任教師擔任國外、內期刊之審查委員。
3. 本所各組別學位考試規定已經訂定完成。
五、 畢業生表現
（一） 委員改善建議事項
1. 宜加強對非長庚體系及碩士畢業生之追蹤。
2. 宜由大學補助非長庚體系醫師就讀博士班之計畫補助，學生可以
更加多元。

（二） 自我改善計畫
1. (1).本所過去非長庚體系畢業生不多，未來將強化畢業生問卷等追
蹤方式；(2).本所目前利用社群網站，希望利用網路無邊的特性，
強化包含所有長庚與非長庚體系畢業生追蹤。
2. 擬請學校同意使用學分班 BMRP 帳戶補助非長庚體系醫師之實
驗耗材費。
（三） 執行成果
1. 配合學校畢業生問卷追蹤外，本所以電訪通知了解其現況。且目
前已使用社群強化在校生及畢業生之聯繫。(臨研所社群網站之介
面如附件 10)
2. 擬使用 BMRP 帳戶補助非長庚體系醫師之實驗耗材之簽呈如附
件 4。
（四） 小結
已使用社群網站之介面來強化在校生及畢業生之聯繫。

六、 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一） 委員改善建議事項
1. 臨醫所，設有六組，但並未實際執行六組之教學與研究之運作，
應克服困難並改善之。
2. 健全博士班資格考制度。
3. 增收非臨床醫師之博士班學生，以加強基礎與臨床醫學之整合，
以達促進轉譯醫學之目標。
4. 由於研究生皆自定研究主題，其主題也大都為”臨床上面臨但仍未
能解決或了解之問題”，故建議加強研究生之臨床資深指導教授，
在其論文研究上，所扮演的角色。
5. 加強專任教師與研究生互動之關係。
6. 建議延長新任教師到任三年後就得接受適任評估之制度。

（二） 自我改善計畫
1. 已提報全校性問題。
2. 本所重新規劃博士班資格考規定：(1).資格考時間將規定修完博士
班一年級必修課程，至博士班四年級學期結束前完成，若有特殊
理由無法完成，需於規定期限內上簽呈由所長同意；(2).資格考以
口試方式進行，委員名單與書面資料，在考試前須由所長同意合
於資格進行；(3).資格考完成當學期不得提報學位考試。
3. 經所招生委員會決議，將於 104 學年起招收 15 名在職生(臨床醫
師)及 5 名一般生(臨床相關研究人員)。
4. 在本所規劃中，學生臨床資深指導教授在學生論文中扮演重要角
色。為督促臨床教師在學生論文上參與，已在評鑑前的所務會議
上，要求學生臨床指導教授，出席學生每年一次在第二學期的進
度報告。
5. 本所在這兩年均有多項強化專任教師與研究生互動的規劃：(1).
迎新活動採取戶外活動方式，強化教師與學生互動，取代呆板的
宣導模式；(2).建立導師制度，讓學生有所上專任老師介入輔導的
空間；(3).再次宣導所上教師 Office hour 時間，鼓勵學生主動與教
師聯絡。
6. 已提報全校性問題。
（三） 執行成果
1. 臨醫組研究生之各項規定已列於學生手冊(附件 1)。
2. 已向教務處招生組提報 104 學年博士班招生名額配置。(附件
6-104 學年度招收碩(含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招生名額分配表)
3. 定期師生座談。(師生座談情況如附件 5)
（四）小結
各分項皆依評鑑委員建議逐一改善，且已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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