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5 年度上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受評班制：博士班 
1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5 年度上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3.該所學生來源背景不同，然

核心課程未能分級授課，不

利學生學習。 

本所核心課程為研究所程度課程，所

有研究生均應達到共同的核心能

力，至於各授課教師也會依據研究生

學習狀況及教學評量調整授課內容。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 
1. 由於該所組別多，學生來源與背

景知識有所差異，為有效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仍宜考量採分級授

課。 
2. 未見相關授課教師依據學生學

習情形調整授課內容之具體事

證。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4.該所核心課程（3 選 2）以分

子生物學相關課程為主，略

嫌不符「醫學科學研究所」

屬性。 

1. 本所核心課程為研究生需具有的

共同核心能力，對臨床醫學及基

礎醫學研究都相當重要。 
2. 至於專業知能的學習，可藉由藥

學、公衛及護理三組必選課程及

多元性選修課程達成。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所目前核心課程（3 選 2）
設計不完全適合做為部分組別之必

修核心課程，宜再考量調整。 



 

受評班制：博士班 
2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5.該所「學術委員會」未將所

有專任教師列為當然委員，

不利相關事務之推動。 

1. 本所相關事務之推動，均列入所

務會議議決，專任教師為當然委

員，推動事務相當順暢。 
2. 至於學術委員會議，因本所為國

防醫學院唯一獨立自主博士班，

制度規劃需顧及本學院（含附設

醫院）整體及前瞻性發展，所以

「學術委員會」成員是由院長遴

聘資深且具學術代表性教授組

成，如校外委員陳定信院士及吳

成文院士。本所專任教師，以列

席方式共同參予討論（附件 1-1）。
3. 「學術委員會」成員及執掌請參

考附件 1-2、附件 1-3。 

維持部分訪評意見。 

理由：該所專任教師中僅有所長為學

術委員會當然委員之一，其餘專任教

師未擔任委員，不利相關事務推動，

建議仍宜納入適當比例之該所專任

教師。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 
待改善事項：該所專任教師占「學術

委員會」委員比例過低，不利相關事

務之推動。 
建議事項：「學術委員會」成員宜納

入適當比例之該所專任教師，俾利主

導及順利推行相關事務。 

教師、教學及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2.該所在學學生多達 173 位，

惟專任教師僅有 6 名，且合

聘教師功能未充分發揮。 

1. 本所師資充裕，涵蓋國防醫學院

及附設醫院具助理教授（含）以

上之專職人員，請參考附件2-1「研

究生修業辦法」師資之規定及附

件 2-2 本所在學研究生論文指導

委員會。 
2. 本所畢業生近五年發表文章 I.F.及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所學生人數多，仍宜增加專

任教師員額，俾利教學與學生學習輔

導相關事務。 

 



 

受評班制：博士班 
3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數量如下： 

3. 合聘教師主要是指導學生論文研

究，其在國防醫學院發表文章及

統計表請參考附件 2-3 及 2-4。 
教師、教學及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3.該所藥學、護理及公共衛生

組之學生仍然選擇其原碩士

班之教師為論文指導教授，

導致該所專任教師無法直接

指導研究生，指導所內學生

人數相對偏低，教師研究人

力亦受到影響，恐影響學生

對該所之歸屬感。 

成立藥學、公衛及護理三組，主要是

師資培育，99 年至近共招收 24 人占

13.9%，不影響本所專任教師研究人

力，請參考附件 2-5。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除藥學、公衛及護理 3 組學生

仍然選擇其原碩士班之教師為論文

指導教授外，亦有相當比例學生選擇

合聘教師為指導教授，仍宜設法保障

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人數。 



 

受評班制：博士班 
4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教師、教學及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4.該所藥學、護理及公共衛生

組之分組必選課程由該校其

他相關研究所碩士班之教師

授課，然該所並無檢核授課

內容是否合乎核心能力之相

關機制。 

藥學、公衛及護理三組「必選課程」

教師已是醫科所師資，其課程主要是

教授專業知識，每學期開設之「必選

課程」均列入課程委員會議檢討，請

參考附件 2-6。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申復申請書附件 2-6 未見相關

會議檢討紀錄。 

 

學生、學習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3.該所較缺乏與國際知名大學

相互合作、互相採認學分、

教師及學生交流等。 
 

1. 本所持續與國際知名大學及學術

機構拓展合作機會，以期互相採

認學分，例如 103 年國防醫學院

與東京醫科齒科大學醫學院簽訂

兼任教師與學生實習之合作協

議，請參考附件 3-1「104 建教合

作名冊_國外」包括其他學術機

構。本所亦提供相關之學程或國

內外移地訓練之機會，實質上有

效地增進教師及學生交流。附件

3-2 為「醫學科學研究所研究生 99
至 104 年出國短期進修含移地訓

練名冊」。 
2. 與其他大學相互採認學分之施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依提供附件所見，交流活動有

成長空間，宜持續加強與國外大學之

合作與交流。 

 



 

受評班制：博士班 
5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行，仍待國防部相關條文之修訂。

學生、學習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4.基礎醫學組畢業生就業與未

來發展可能面臨較多困境與

挑戰。 

1. 本所基礎醫學組畢業生絕大多數

就業順利，請參考附件 3-1 畢業生

服務單位，包括國內外著名之教

學、研究、醫療、政府部門、生

技公司等機構，其中 95 至 99 年

間入學之基礎醫學組畢業生共 34
名，其中 2 名畢業後仍待業，就

業率達 94%。 
2. 本所將持續拓展產學合作，例如

專利申請、技轉、臨床試驗，以

期基礎醫學組學生畢業時，可應

用研究成果並配合個人發展方

向，有更多合適的就業選擇。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宜持續加強產學合作，積極輔

導基礎醫學組畢業生就業，拓展就業

管道。 

 

研究、服務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1.整合型研究計畫可再加強。 由於國家型的整合計畫申請通過的

難度甚高，本所專任教師雖然沒有共

同執行國家型的整合計畫，但在各方

面的整合型實質合作，均已進行當

中，舉例如下：本所專任教師各有研

究的專業，在鼓勵學術自由的大前提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此為實地訪評相關資料所見，

仍宜加強爭取國家型整合計畫。 

 



 

受評班制：博士班 
6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之下，專任教師在過去多與中央研究

院，中央大學，台大醫學院等其他校

外的實驗室進行實質合作，本所專任

教師相互之間亦有透過共同指導研

究生的方式，進行實質合作。 
研究、服務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2.該所教師發表通訊作者與第

一作者論文之質與量可再加

強，且 SCI/SSCI 論文發表數

有減少趨勢。 

本所為全院性研究所，師資也是全院

性，就與本所全院性相關之 SCI 文章

列入計算，質與量並未有減少趨勢 

維持部分訪評意見。 

理由：該所專任教師發表通訊作者與

第一作者論文之質與量可再加強。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該所專任教師

發表通訊作者與第一作者論文之質

與量可再加強，且 SCI/SSCI 論文發

表數有減少趨勢。 
研究、服務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3.該所教師及學生參與國際會

議之次數與積極度尚待加強 
 

本所學生多為醫師，具有學生與臨床

醫師雙重身份，由於學生透過醫院出

國參與國際會議之次數雖然頻繁，但

是不容易統計，此項建議已經列入學

術委員會討論考慮將參與國際會議

列為畢業條件之一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宜持續鼓勵該所教師與學生積

極參與國際會議。 

 



 

受評班制：博士班 
7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研究、服務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4.對於學生短期出國研究學習

之情形可再強化 
 

本所學生畢業論文可透過移地教學

完成，同時本院所申請通過之教學卓

越計畫已經立案針對學生短期出國

進行實質上的補助。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未見學生短期出國研究學習相

關佐證資料。 

研究、服務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5.學生的國際觀有待積極提升 
 

本院多次辦理提升國際觀相關演講

活動，包括邀請 Nature 資深編輯來院

演講，同時也邀請多位中研院院士以

及國外學者來院演講，這些都是提升

學生視野與國際觀之相關作為。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提升國際觀之方式不僅限於參

與演講，仍需有其他具體措施積極提

升學生的國際觀。 

註：評鑑委員接受申復之修正意見，本會已直接在實地訪評報告書中進行文字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