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1-4-1-2 歷年大事紀及評鑑委員肯定
1.
2.
3.
4.
5.

105 年.05 月 31 日本所舉行「中山醫學大學 104 年度系所評鑑醫學研究所自
我評鑑實地訪評行程外部評鑑」。
102 年 12 月 23 日醫學研究所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大學
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認可。
102 年 05 月 06-07 日接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大學校院通識教
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102 上系所評鑑 醫學研究所 實地訪評」。
101 年 11 月 15 日本所舉行「中山醫學大學 102 年度系所評鑑醫學研究所自
我評鑑實地訪評-外部評鑑」。
98 年 12 月 11 日醫學研究所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評

鑑。
6. 98 年 04 月 13 日接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蒞臨本所舉行
「96 年度大學校院系所評鑑追蹤評鑑實地訪評 」 。
7. 97 年 11 月 07 日本所舉行 96 年度上半年系所評鑑之追蹤評鑑醫學研究所「自
我評鑑」實地訪評 。
8. 96 年 05 月 21-22 日接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蒞臨本所舉
行「96 年度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地訪評」。
9. 95 年 10 月 25 日本所舉行 96 年度上半年系所評鑑「自我評鑑」實地訪評。
10. 校方十分重視 96 年度系所評鑑，立即於 95 年 2 月間即成立「前置評鑑計畫
小組」，積極展開評鑑準備工作。
11. 醫學研究所進而積極投入評鑑工作準備，於 95 年 08 月 02 日成立「醫學研
究所評鑑指導委員會」隨即召開第一次評鑑作業會議，負責執行本所自我評
鑑作業及評鑑實地訪平準備工作，並定期召開檢討會議。
12. 95 年 8 月 28 日邀請成功大學湯堯教授蒞校講授「從系所評鑑談評鑑內涵是
什麼與如何準備」，充分掌握事先準備作業。
13. 95 年 8 月 30 日間參加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王保進主任
主講之說明會，充分了解評鑑工作進行情形。
歷年評鑑委員肯定
日期

名稱

評鑑委員

審查結果

102 年

財團法人高等

陳君侃 教授

1.本所受到第二週期評鑑委員肯定為

05 月
06-07 日

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大學校
院通識教育暨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
102 上系所評
鑑 醫學研究

李文森
鐘育志
吳俊仁
張德明

定位清楚，發展策略正確，教育目標
及人才培育符合國家需求。並據此教
育目標，規劃研究生所需具備之核心
能力與課程，完成教育目標之達成。
2. 對本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課
程規劃之肯定，能契合醫學研究所之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所 實地訪評

教育目標，且各課程與核心能力均有
清楚對應與權重分配。
3. 依據核心能力進行課程規劃與設
計，進行課程地圖之全面建構，利用
該校之教學卓越 e 化平台，建置課程
規劃與設計及 PDCA 改善機制。
3. 對本所之師資，課程規劃及研究生
學習肯定對本所之研究生學習與輔
導肯定
4. 該所以轉譯醫學為目標，以癌症研
究、生殖幹細胞、天然藥物及老化等
四大領域為研究特色。轉譯醫學為近
期重點，該所 1 位生殖幹細胞領域教
授之不孕症病例數為全世界第一，值
得肯定。
5. 研究空間及共同儀器都能滿足教
師的基本需求。
6. 對本所之研究生學習與輔導肯定

101 年
11 月 15
日

中山醫學大學
102 年度系所
評鑑醫學研究
所自我評鑑實

楊生湳 教授
賴明德 教授
張育嘉 副教
授

1.102 年度系所評鑑外部評鑑委員肯
定本所對研究生輔導機制的優良
2.102 年度系所評鑑外部評鑑委員肯
定本所對於研究生課程學習資源之

地訪評行程外
部評鑑委員

林中生 教授
謝易修 教授

多樣化的努力。
3. 本所針對研究生提供不同層面的
例行性的輔導獲得 102 年度系所評鑑
外部評鑑委員高度肯定。
4. 102 年度系所評鑑外部評鑑委員之
建議事項中， 對本所碩博士生數量
足夠，品質良好表示肯定。
102 年度系所評鑑外部評鑑委員之建
議事項中，對本所充足師資數量及學
術專長，結構完善穩定，流動率低，
師生比符合所教育目標，滿足研究生
學習需求給予肯定。

98 年 4
月 13 日

財團法人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九十六
年度上半年大

李文森 教授
吳肇卿＊ 教授
郭重雄＊ 教授
陳君侃 教授

1. 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4 個項目
檢核情形為已改善
2. 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12 個項目 9
個已改善，3 個經檢討後也已全部

學校院系所評

97 年 11
月 07 日

96 年 5
月 21-22
日

改善

鑑醫學研究所
追蹤評鑑實地
訪評

3. 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6 個項目 4
個已改善，2 個經檢討後也已全部
改善
4. 研究與專業表現 12 個項目檢核情
形為已改善
5. 畢業生表現 4 個項目檢核情形為
已改善

九十六年度上 王馨世
半年系所評鑑 陳大樑
之「追蹤評鑑」

1. 「專題討論」課程，學生評價很
高，收穫很多
2. 畢業生大多能夠具有良好之專業

「自我評鑑」
實地訪評

及學術表現，成效良好。
3. 對於貴所過去一年，藉由校方，
院方及所內全體同仁的努力，己
見長之改善成效。
4. 欣見貴所賴所長，全體教員協心
努力，特別是鄭、楊兩位優秀表
現，更顯示貴所在地培育人術的
實質成效，值得大家欽佩與學習。

中山醫學大學
系所評鑑-實
地訪視委員

林瑞祥＊ 教授
吳肇卿＊ 教授
張明富 教授

1. 該系已針對老師的教學及授課內
容，建制良好的線上評核制度
2. 該所強調臨床與基礎的整合，及

郭重雄＊ 教授
萬永亮 教授

轉譯醫學的研究
3. 師生關係和諧。所長為導師安排
與博碩士之各組訪談，解決學生
困難，並透過指導教授及所上組
員之協助，使學生在學習及生活
上大致良好。
4. 該所和該校一再強調國際化或與
國際接軌，以加強該所學生的競
爭力，是一個正面的鼓勵措施。
5. 已有初步研究群以及研究所內外
師資的整合，有些專任老師已有
豐碩的研究成果
6. 多數臨床組畢業生認為在校所學
對職場及升遷有所幫忙。

95 年 11
月 29 日

中山醫學大學 鐘育志 教授
九十六年度系 樓迎統 教授

1.

系所教育目標與校務發展計畫
教育目標大致相符。

所評鑑醫學院 司徒惠康 教
醫學研究所自 授
我評鑑委員
蔡嘉哲 教授
蔡淦仁 教授

2.

3.

4.
5.
6.
7.

8.
9.

基礎與臨床研究合作緊密，為中
部地區歷史最悠久之醫學研究
所。
與附近醫學中心如﹔彰化基督
教醫院、台中榮民總醫院藉由研
究生之培養，研究交流熱絡。
系所自我改善機制運作通暢，已
有初步成效。
特色在臨床與基礎合作良好，較
無障礙。
彰基與台中榮總（非醫學院之醫
學中心）均有良好合作關係。
中山醫學研究所設定宗旨，目標
皆符合校務發展計畫‧所內老
師、學生皆認同其教育目標及理
念、教學活動、自我改善；運作
皆佳，可與全國相同之綜合醫學
研究所一致之水準
本所設立宗旨及教育目標與校
務發展\計畫相符。
本所師生對於本所認同度佳，也
都能認同本所教育目標。

10. 本所之辯學特色為兼具基礎與
臨床兩組別，並由於與醫院的互
動良好，因此，兩組整合良好。
11. 自我改善機制良好。
12. 同學量心力頗高
13. 推動整合型計畫，值得肯定。
14. 畢業生（臨床組）畢業後仍長與
所內教師做研究交流，向心力
佳。
15. 畢業生對本所之評價高，師生互
動佳。
16. 畢業生（臨床醫師）長仍與所內
老師合作，向心力強。
17. 畢業生專業能力強，整體表現
佳，符合所定之教育目標。在就
業上一有傑出表現與耀眼成就。

18. 所內對畢業校友有極佳互動關
係，校友表現極強「向心力」，
這是國內其他相關系所少見之
情形〃所內對校友之聯繫與掌握
為國內首屈一指，表現傑出。
19. 畢業生表現優秀，回到社會皆能
學以致用，畢業生非常滿意在校
之學習活動，並保持研究所之良
好關係。
20. 畢業生及在校生對本所向心力
強。
21. 基礎與臨床合作良好。
22. 在校生與畢業生均肯定本所之
努力且向心力強。
註：資料來源-醫研所

